主日崇拜 主日学 祷告会 团契小组活动

(二月份)

2018

讲员

主题系列

2月4日

谭文钧牧师

提前书5章(领袖传承）

2月11日

袁俊林传道

2月18日

徐理张牧师

2月25日

徐理张牧师 民数记7-12章(门徒生活） 迦勒长者团契 - 每周主日11:15-12:30

提前书6章(领袖传承)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主日学课程

North

主日学#1 - G5房间 -课程[真理剖白]
主日学#2 - Room#1 - 课程[登山宝训]

民数记1-6章(门徒生活） 主日学#3 - Room#2 – 课程[慕道茁苗班]

起来建造

主日崇拜前祷告会: 每周主日(8:50-9:20) (Room 6) 约书亚团契 - 周六3日&17日晚6-9时(教会)
国语赞美祷告会:周三14日& 28日晚7:30-9:00(G5)

但以理团契-周六3日&17日上午10:00(G5)

NTCAC Youth Fellowship(英) ：每周六晚7:30 - 9:00

高中生小组(国语)：每周五晚4-8 (体育馆)

活动名称

迦勒长者团契

日期(1-3月)

每个主日

时间安排

Room #1

上午11:15 - 12:30

约书亚团契小组活动 第一、三个周六 晚上6-9时

小组

但以理青年团契
Youth Fellowship

第一、三个周六 上午10:00 - 12:00
周六(English)

晚上7:00 - 9:00

礼堂 + GYM

国语高中生小组

每周五下午

下午4:00 - 8:00

体育馆 + Room#1

国语赞美祷告会

第二、四个周三 晚上7:30 - 9:00

G5房间

主日崇拜前祷告

每周国语崇拜前 清晨8:50 - 9:20

Room 6

教会或家中
G5房间

粤语崇拜

231

主日学(粤)

59

赞美祷告会（粤）

26

英语崇拜

92

主日学(英)

43

赞美祷告会(英)

7

英语Flow Worship*

----

主日学(国)

33

赞美祷告会(国)

--

国语崇拜

77

主日学(儿童)

25

赞美祷告会(儿童)

12

儿童崇拜

59

主日学(总)

160

赞美祷告会(总)

45

育婴房

5

本周圣工人员

464

歌颂赞美
[主赐福如春雨][有福的确据][你爱永不变]
十一奉献
祷告代求

宣读：民(1:1-16)
宣讲：旷野点兵

齐心回应
回应诗 [如鹰展翅上腾]
三一颂
祝福
阿门颂
迎新、报告

*英语Flow Worship：括号内数字是只参加Flow Worship人
数，括号前数字是参加英语崇拜及英语Flow Worship

2月18日(星期日)

讲员：徐理张牧师(Rev Xu)
教会代表：陈凤冬姐妹(Alice)
祈祷：陈柏弟兄(Paul)
崇拜值理：谢英姐妹(Eva)
诗歌：敬拜组#4
音响：李浩闻弟兄(Howard)
司事：李广富弟兄 文君姐妹(Wenjun)
场地设置：青年小组
儿童主日学：文君姐妹(Wenjun) 胡晓燕姐妹(Sharon)

下周圣工人员

齐来颂赞

齐听圣言

聚会记录

主日总人数

年 2月18日

每主日清晨我们在他的平安里苏醒，
并且准时到达教会，一同称赞上帝，诵读及聆听他的话语。

教会地点

团契

祷告会

国 语 崇拜 ( 9:30 am – 10:45 am)
欢迎

2018 团契活动/祷告会
2018

Alliance

11221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S 1L8
教会:905.883.6773 办公室:905.883.4511 传真: 905.883.6947 教会网页: www.ntcac.ca

2月25日(星期日)

讲员：徐理张牧师(Rev Xu)
教会代表：林勤弟兄(Harley)
祈祷：赵晶姐妹(Ellen)
崇拜值理：廉蒸蒸姐妹(Jennifer)
诗歌：敬拜组#1
音响：刘磊弟兄(David)
司事：陈家宽弟兄 孙爱国弟兄
场地设置：和平小组
儿童主日学：王晴姐妹(Sunny) 赵健萍姐妹(Lucy)

教牧团队
主任牧师 谭文鈞牧师 francis.tam@ntcac.ca
粤语：
副牧师 朱伟东牧师 jonathan.chu@ntcac.ca
义务传道 何李浣菁传道 christine.li@ntcac.ca

国语：
助理牧师 徐理张牧师 richard.xu@ntcac.ca
实习神学生 陈凤冬姐妹 alice.chen@ntcac.ca

宣教：
实习传道 李士弘传道 benson.li@ntcac.ca

儿童：
事工主任 曾林静娴主任 christina.tsang@ntcac.ca

行政：
行政主任 陈陈丽英姊妹 office@ntcac.ca

欢迎
欢迎各位莅临参加今天的崇拜，愿主赐福!若你是新来宾，还未到接待处留下你
的联络资料，请于聚会完结后到接待处登记，以便日后联络。

家事分享
＊“福到我家”国语新年春节聚会（请预留时间）...............今天
新春佳节，感谢主，虽远在加拿大，我们也能有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共同欢庆，这是
个团聚的日子，我们主内一家人更是欢心无比！“福到家里”！让我们将最好献上！
一同邀请这里远离中国的亲朋好友和邻居，欢聚一堂，同沐主恩，今晚不见不散！
聚会安排如下：
地点：体育馆（主日敬拜地方） 时间：6点至7点聚餐，教会统一订购，自由奉献（5
元起）7-9点各个小组表演 详情请联络赵晶姐妹（Ellen）。

＊办公室假期.........................................2月19日
教会办公室将于2月19日休假，请留意。

＊美食嘉年华（Big Cafe Lunch）.........................2月25日
感谢神!!在二月廿五日（年初十）举行的美食嘉年华（Big Cafe Lunch）200张的
餐券已全部售罄。多谢弟兄姊妹的支持。谨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午餐。新年进
步！主恩常在！身体健康！

＊2017年退税收条............................................
财政部于2月18日向有提供电邮地址的弟兄姊妹发放2017年退税收条，请检查是
否已收到(请勿忘记查看『垃圾邮件』)。其余以邮件寄出，应可于2月底前收
到。查询请电邮donations@ntcac.ca。

＊堂庆国粤语堂联合诗班 ......................................
将于4月15日分别于国语堂及粤语堂崇拜中献唱，带领会众一同为北宣廿八周年
向神献上感恩与赞美。练习日期时间及地点如下：２月25日、３月4、18日及４
月1日下午2时至4时于G1举行。若有兴趣参与联合诗班者，请预留时间参与练
诗，查询: 查询：徐牧师（Rev. Xu）和张玮姐妹（Wei）。

＊北宣福音队................................................
为了配合北宣未来一年的福音外展事工推动，现正招募弟兄姊妹成立「北宣福
音队」。每月最后一个主日的下午进行福音外展工作。请向林勤弟兄（Harley）
或陈凤冬姐妹（Alice）报名。

＊北宣马拉松式祈祷(Prayer Marathon)..........................
为北宣家守望及扩展神在这里的福音工作祷告。盼望在2018年初北宣家人人能
参与马拉松式祈祷。祈祷不能缺了你，我，她。这个马拉松式祈祷是由牧者带
头，不论是任何语言群体，所有人都有同等机会参与。3堂的祈祷部门会主力推
动，建堂筹款小组协助策划及行动支援。盼望各团契领袖能带领团友们投入参
与。详情请参阅附页或与黎智勇长老(Gordon)查询。

＊2018暑期圣经日营.............................7月30日-8月3日
今年教会暑期圣经日营VBS将于7月30日-8月3日举行，请弟兄姊妹预备为孩子报
名，又或预留时间参与圣经日营，成为同工，一同事奉。详情稍后公报。查询
请与曾林静娴主任(Christina)联络(christina.tsang@ntcac.ca) 和华慧师母（Hui）。

代祷事项
恭贺新年! 请为农历新年家庭日假期外出旅游的家庭及弟兄姊妹祷告，又求神保
守各人，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
为粤语事工委员会祷告，委员会包括朱伟东牧师 Rev. Jonathan Chu，何李浣菁传
道 Pastor Christine Li，刘吴淑贞执事 Canny Lau，韩曾凤筠执事 Maria Hon，张伟君
执事 Tony Cheung，欧阳李淑美执事 Anny AuYeung。求神保守他们灵命健康，赐
他们智慧，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他们策划及推动的事工项目，都能带动弟兄姊妹
更亲近主，积极传扬福音，又求神保护他们的家人。
为3月12-19日 Aruba 阿鲁巴短宣的准备祷词。队员包括朱伟东牧师 Rev.Jonathan
Chu 和女儿 Claire、陈德慧姊妹 Mandy、方润卿姊妹 Rosanna及莫刘琴凤姊妹
Florence。
为2018年团契小组的相交及福音外展计划祷告，特别是为新人小组的发展和繁殖
代求，求神预备组长和服事的弟兄姐妹。
为我们青年团契怀孕的于春阳姐妹(Nancy) 祷告，求神保守姐妹母子身心灵强
健，也赐丈夫董子明弟兄(Michael) 量兼顾工作家庭服事。
为何乃珍姊妹在中国的疾病医治代祷，求神保守和医治她的心功能和肺病。
为Alba/philia夫妇的儿子 Daniel 的脑部手术尽快康复代祷。

教会以外事工
*CAWF 7月11-15日
第六届世界华人宣道会团契大会，将于2018年7月11至15日，在曼谷大使酒店The
Ambassador Hotel Bangkok 举行，主题为「传承，成全」。另青年宣教约会2018亦同
时于同一地点举行，主题是「不变的基督@万变的世代」。请留意世界华人宣道会
团契大会报名截至日期为5月31日，而青年宣教约会报名截止日期则为3月31日。查
询有关报名详情，请浏览 www.chineseAWF.org 或 www.USCCA.org，或与Pastor
Benson联络

国语堂主日崇拜前祷告会
没有祷告，没有事工。鼓励弟兄姐妹提早半小时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前祷
告”，为主日崇拜、为自己家庭、为弟兄姐妹、为国语事工和为教会国家祷告，
求主复兴和赐福。
一月
日期

7日

人数

6

二月
14日 21日 28日
5

8

5

4日
6

三月
11日 18日 25日
10

4日

11日 18日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