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主日学 祷告会 团契小组活动

( 11月份)

2018

讲员

宣教月主题

11月4日

谭文钧牧师

宣教月

主日学#1 - G5房间 -课程[使徒行传]

11月11日

徐理张牧师

宣教月

主日学#2 - Room#1 -课程[主题门训]

11月18日

王钦慈牧师

宣教月

主日学#3 - G3房间 - 课程[洗礼班]

11月25日

王成伟牧师

神学教育

多伦多城北华人宣道会

国语堂主日学课程

North

起来建造

迦勒长者团契 - （冬季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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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6-9时(教会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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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10:00(G5)

Youth Fellowship(英语):每周六晚7:30-9:00

高中留学生小组（国语) 周五晚4:00-9:00

国 语 崇拜 ( 9:30 am – 10:45 am)

2018 国语堂团契/小组/祷告会
2018

团契
小组

祷告会

活动名称

日期(每月)

第一、三个周六 晚上6:00 - 9:00

但以理青年团契

第一、三个周六 上午10:00 - 12:00

迦勒长者团契

年 11月11日

欢迎

教会地点
B1/B2+G5 或家中
G5 + G3

并且准时到达教会，一同称赞上帝，诵读及聆听他的话语。

齐来颂赞

(冬季暂停）

Youth Fellowship

周六(English)

晚上7:00 - 9:00

礼堂 + GYM

高中生HomeworkClub

周五（国语)

下午4:00-9:00

G1/G5

国语赞美祷告会

第二、四个周三 晚上7:30 - 9:00

主日崇拜前祷告

每周主日

清晨8:50: - 9:20

歌颂赞美
[工尚未成][奔跑不放弃][一生在神手中]

G5

十一奉献

Room 6

祷告代求

聚会记录

齐听圣言

粤语崇拜

249

主日学(粤)

33

赞美祷告会（粤）

33

英语崇拜

107

主日学(英)

5

赞美祷告会(英)

7

34(22)

主日学(国)

38

赞美祷告会(国)

--

主日学(儿童)

36

赞美祷告会(儿童)

7

主日学(总)

112

赞美祷告会(总)

47

国语崇拜

85

儿童崇拜

63

育婴房

4

主日总人数

2

每主日清晨我们在他的平安里苏醒，
时间安排

约书亚团契小组活动

英语 Flow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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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宣读：马太福音 (23:37-39)
宣讲：一叶知秋

齐心回应
回应诗 [一生在神手中]
三一颂

*英語Flow Worship : 括號內數字是只參加Flow Worship人數，括號
前數字是參加英語崇拜及英語Flow Worship

本周圣工人员
讲员：徐理张牧师(Rev. Xu)
祈祷 ：林勤弟兄(Harley)
诗歌：敬拜组#4
司事：陈异睿弟兄 Michelle姐妹

11月11日(星期日)
教会代表：陈凤冬传道(Pastor Alice )
崇拜值理：张玮姐妹(Wei)
音响：杨耀涛弟兄（Sammy）
场地设置：钱瑾弟兄 陈异睿弟兄

儿童主日学：王凤英姐妹 陈伟弟兄(Eric)

下周圣工人员
讲员：王钦慈牧师（Rev John Wang）
祈祷 ：陈凤冬传道(Pastor Alice)
诗歌：敬拜组#3
司事：华慧师母/林勤Harley
儿童主日学：赵芝姐妹Zoey / 陈异睿Eray

祝福
阿门颂

教牧团队
义务顾问牧师：
谭文鈞牧师 francis.tam@ntcac.ca

粤语：

11月18日(星期日)
教会代表：徐理张牧师 (Rev Xu)
崇拜值理：夏丽娟 (Tigar)
音响：李曦弟兄/陈伟弟兄
场地设置：杨迪 Eric Yang / 陈伟 Eric Chen

助理传道 彭孙伟传道 roland.p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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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传道 陈凤冬传道 alice.chen@ntcac.ca

行政：行政主任 陈陈丽英姊妹 office@ntcac.ca

英文顾问牧师：
严建平博士 dennis.ngien@ntcac.ca

英语：
副牧师 朱伟东牧师 jonathan.chu@ntcac.ca

宣教：
助理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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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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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扩建筹款活动..............................................11月
每日一小钱，同步献主前 Save a loonie, Offer plenty 如你尚未领取钱箱但仍想
参加,可以在十一月份内,向Katherine Cheng , Gordon Lai, Doris Chan & Lyman
Wong. 索取,多谢支持扩堂的活动。
＊Shoe box 鞋盒礼物.............................................今日
圣诞礼物盒最后收集日期为今日。详情可联络儿童事工主任曾林静娴姊妹
(CMD Christina)。
＊主日学本周教室安排........................................11月10日
因教会建筑维修，教室有变动。 《使徒行传》在ROOM#1; 《主题门训》在
G3; 浸礼班在办公楼的厨房。请弟兄姐妹按照不同课程前往。
＊圣诞报佳音外展活动—「祝福商户行动」......................11月25日
福音外展部于11月25日(星期日)下午有「祝福商户行动」。行动主要认识商
户，介绍教会及联络12月报佳音安排。鼓励大家积极参加。报名表已张贴在
福音外展壁布板上(或可与彭传道联络)。愿基督的名在这区彰显！
＊图书部：图书清点........................................11月30日前
图书部将于12月进行图书清点，因此12月1-31日将暂停图书借阅服务。请弟
兄姊妹在11月30日前把借阅的图书全数归还图书馆。多谢合作！
＊赞美祷告会................................................11月14日
本周的赞美祷告会将和粤语堂一起祷告，一起听宣教的分享。地点：
ROOM#1，时间：7点30分开始，请弟兄姐妹们准时参加。
＊联合宣教年会...........................................11月16,17日
请弟兄姐妹们注意：本周五，周六晚上7：30分是年度宣教大会的主题讲道，
今年的讲员是用国语来讲道，请组长们带领鼓励组员参加。来享受属灵盛
宴；周六晚上6-7点，有国际美食可以品尝，请提前买票。详情请看下面的表
格。
＊姐妹祷告会............................................11月16日上午
姊妹祷告会周五（16）上午9：30 - 11：30进行；地点G5。有愿意一起祷告的
姊妹，请联络 陈凤冬传道(Pastor Alice)。愿神的话感动我们祷告的心一起来
为神的国度和神的家来守望。
＊《基督生平》培训报名........................................11月份
华联会在2019-2020年将进行为期六次的基督生平培训课程，每次24小时。明
年的培训日期是1月25-27日；4月5-7日；6月21-23日；11月15-17日。总共6册
书和培训费费用$700，教会会有适当补贴。请有圣经基础的弟兄姐妹报名参

代祷事项
今日是国殇纪念日，让我们为在战争中不幸死亡的军人和人民祷告，记念他
们为加拿大及世界和平的牺牲。
为本会宣教月祷告，求主保守赐福给各位宣教士，在祈祷会，主日崇拜，宣
教年会等的分享，愿他们的话鼓励弟兄姊妹，又为弟兄姊妹准备及参与11月
18日的宣教信心认献祷告。
为11月25日及12月23日圣诞报佳音外展活动祷告，让圣诞的大喜信息透过圣
诞歌曲传遍我们社区的商户。
请为教会事工部明年需要三个新的执事，包括财务、奉献及理堂部祷告。求
主兴起有心志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教会的事奉。
请祷告记念迦勒团契的一些长者已经回国和准备回国的弟兄姐妹，求神保守
一切顺利平安，身体健康。
请祷告记念本周13-15日宣道会东区祷告退修会，求神保守所有参加的牧者。

宣教月

10月28日-11月18日

•2019年宣教信心认献总额为$154,600，并需于会友大会确认。我们将于11月18日收取
宣教信心认献卡，弟兄姊妹可到[宣教心]查阅2019宣教预算详情，亦请弟兄姊妹祷告
及预备支持。
•[宣教心]将于10月28日出版，欢迎取阅，一个家庭一本。
•11月17日国际美食晚餐(6-7pm)，于大堂发售餐券至11月12日，每位收费$10，四岁以
下免费，名额有限，欲购从速。详情请与Rosanna Fong姊妹联络。
•以下是今年宣教月的聚会详情。查询请联络李士弘传道(Pastor Benson)。
日期

时间

活动

讲员

11月11日

9；30am

主日崇拜

Rev. Richard Xu 徐理张牧师-宣教系列(3)

11月14日

7:30pm

赞美祷告会（国粤合）

马提尼克短宣分享

7:30pm

联合宣教年会(国/粤）
你愿意走多远 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

Rev. John Wang王钦慈牧师 (华传国际)

6 -7pm

国际美食晚餐

详情稍后公布

7:30pm

联合宣教年会(国/粤）

Rev. John Wang王钦慈牧师 (华传国际)

11月16日

11月17日

7:30pm

宣教年会 – 儿童

Pastor Faith Lee

11月18日

9:30am

宣教年会主日崇拜

Rev. John Wang王钦慈牧师 (华传国际))

11月18日

11:15am

国语主日学

以色列短宣/马丁尼短宣分享

北宣2018短宣隊展览

Aruba; Israel

赞美祷告会

Pastor Pomen Chan 陈建民传道

11月16-18日
11月21日

7:30pm

2018年城北华人宣道会国语堂事工委员会(MMC)
徐理张牧师（Rev Xu）

国语堂牧师

richard.xu@ntcac.ca

陈凤冬传道 (Pastor Alice)

国语堂传道

Alice.chen@ntcac.ca

董子明弟兄（Michael Dong）

门徒训练部门

michael880716@gmail.com

林勤弟兄（Harley Lin）

福音宣教部门

harleylin18@gmail.com

温玉莲姐妹（Wendy Weng）

主日崇拜部门

wendywengyl@gmail.com

赵晶姐妹（Ellen Zhao）

团契小组部门

jing0906@yahoo.ca

陈柏弟兄（Paul Chen）

关怀祷告部门

paulchen1986@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