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11221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S 1L8      教會網頁：www.ntcac.ca 

       教會：(905) 883-4511       辦公室：(905) 883-6773   

   建立門徒   榮耀上帝  
 來跟從我  

 粵語崇拜           2023 年 5 月 21 日 
 

歡迎 

       每主日清晨我們在祂的平安裏甦醒，並且準時參加崇拜， 

     一同稱讚上帝，誦讀及聆聽祂的話語。 
 

齊唱頌讚 

歌頌讚美 
十一奉獻、禱告代求 
 

齊聽聖言  

宣讀：馬可福音 1:16-20  
宣講：造(做)主門徒－生命工程 (十一) 
 

齊心回應 

回應詩 

聖名要讚頌 

祝福 

迎新、報告 

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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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Pastor Bryan Fletcher      宣教：李士弘牧師                                     夏子健長老 

青年：Pastor Samuel Kim            行政：張李楚芬姊妹                                曾可麟長老 

兒童事工：曾林靜嫻主任                       駱盧詠華姊妹                                許家龍長老 

                         楊耀濤長老                              

聖工人員            5 月 21 日 (星期日) 

講員：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 

祈禱、教會代表：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 

關顧：莫郭欣靈執事 (Joyce)、李春榮弟兄 (Andrew) 

司事：李義佳伉儷 (Bobby & Betty)、陳鳳群姊妹 (Ester)、陳鄭敏華姊妹 (Polly)、 

             劉養吾弟兄 (Stanley) 

音樂：敬拜小組－何郭恩諾姊妹 (Dorcas) 及組員 

影音：簡志舜執事 (Jason)、王珏弟兄 (Jason)、張偉君執事 (Tony)、 

 陳威成弟兄 (Beny) 

下週聖工人員          5 月 28 日 (星期日) 

講員：屈思宏博士 (Dr. Simon Wat) 

祈禱、教會代表：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 

關顧：曹陳丹姊妹 (Serena)、張張瑋瑋姊妹 (Winnie) 

司事：姚根生伉儷 (Kan & Janet)、鄭梁慧嫻姊妹 (Becky)、 

             袁梁敏儀姊妹 (Cecilia)、周少鳳姊妹 (Margaret) 

音樂：敬拜小組－許徐盛勝執事 (Sisi) 及組員 

影音：簡志舜執事 (Jason)、吳騰達伉儷 (Paul & Alice)、鄭俊華弟兄 (Alton)、 

             張立豪弟兄 (Doric)、曾可麟長老 (Sammy) 

讚美禱告會－網上                           5 月 24 日 (星期三) 7:30 - 9:00 pm 

重點：為雅歌團契禱告 

負責人：何應嘉弟兄 (Raymond) 

聚會記錄 (網上和實體人數)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粵語 58 (網上) + 235 (實體) = 293 36 12 

英語 17 (網上) + 76 (實體) = 93 19 9 

國語 17 (網上) + 94 (實體) = 111 29 --- 

青年 34 (實體) --- --- 

兒童 49 (上午) + 26 (下午) = 75 --- --- 

總人數 606 84 21 

奉獻 

2023 年 上週奉獻 全年迄今奉獻 全年目標 

              常費基金 $4,980 $243,318 $971,811 

              宣教基金 $470 $33,154 $140,503 

小計 (營運經費：常費 + 宣教) $5,450 $276,472 $1,112,314 

              二期建堂 $1,510 $47,606 $86,487 

總奉獻 (常費 + 宣教 + 二期建堂) $6,960 $324,078 $1,198,801 ＊主日崇拜進行期間，請關掉手提電話鈴聲！＊    

mailto:朱偉東牧師%09jonathan.chu@ntcac.ca
mailto:李士弘傳道benson.li@ntcac.ca


歡迎  

歡迎各位參加今天的實體或網上直播崇拜，願主賜福！若你是新來賓，我們特別歡迎你，誠

意邀請你到接待處或電郵至  cantonese.ministry@ntcac.ca，留下你的聯絡資料，以便我們能

與你聯絡及彼此交誼。 

家事分享  

＊2023 會友大會 (AMM)  ....................................................................................  6 月 11 日 

日期、時間：6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 1:00（12:15 – 1pm 註册） 

形式：實體並網上 Zoom 應用程式同步舉行 

請會友務必預留時間參加。雖然法定人數最低要求為三分之一的會友 (146 人)，但我們鼓勵

全體會友出席。 

議程： 1. 2022 年度已審核財政報告，會務報告                             

                2. 2023 - 24 年度長老選舉   

                    (長老提名委員會已完成在三堂中「物色長老候選人，與候選人一同禱告，尋找神 

                    的心意」的過程。委員會現提名楊耀濤長老 Sammy 連任一期 (兩年) 、另高智達 

                    弟兄 Dennis、李泳倫弟兄 Kristopher、談嘉輝弟兄 David 和曹世昌弟兄 Timothy 為 

                    2023-24 年度長老候選人。已印備各候選人個人資料以供參考，可到接待處索取，  

                    亦可電郵辦公室 office@ntcac.ca 索取。) 

                3. 延長陳信華弟兄 Brent 長老任期一年 

                4. 投票 Chan, Choong & Chang CPA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為 2023 年度核數師 

                5. 保留會章委員會 (Bylaw Committee) 現有委員 (巢立文弟兄 Heman、李家駒弟兄 Tim、 

                     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談嘉輝弟兄 David 和許家龍弟兄 Daniel) 

備註：(1) 我們將根據教會的會友記錄，於 5月 27日（星期六）電郵每位會友。會友名單亦 

                     張貼在教會報告板，請弟兄姊妹查閱。如有任何問題，請盡快聯絡行政主任 

                     張李楚芬姊妹 (Ella)，office@ntcac.ca。 

               (2) 該電子郵件將說明登入會議、註册和投票的詳细步驟，並包括 2022年度已審核的 

                     財政報告、會務報告及需於 6 月 9 日前提交的長老提名表格和代表委任書。 

               (3) 請各會友留意電郵收件匣 (Inbox) 和檢查垃圾郵件匣 (Spam Folder)。若會友於 5 月 

                      31 日（星期三）仍未收到任何電郵，或如有任何查詢，請盡早聯絡辦公室  

                      office@ntcac.ca。 

               (4) 當日廚房部將提供麵包和瓶裝水，會眾亦可自行預備輕便午餐。 

               (5) 當天設有兒童節目。 

辦公室假期  ........................................................................................................  5 月 22 日 

教會辦公室將於 5 月 22 日（星期一）休假。 

教牧同工行蹤  ......................................................................................................................   

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 現正休假至 5 月 29 日，於休假期間參加東歐宣教旅程，請禱告

記念他及家人。 

主日崇拜守則、使用禮堂守則  ...........................................................................................   

為促進主日崇拜能達至同心讚美喜樂敬拜的氣氛，請弟兄姊妹留意以下措施： 

崇拜早到靜心靈，手機關鈴飲食停；傷風咳嗽戴口罩，衣着端莊不喧鬧； 

同行孩童交兒崇，聚會專心道聽從；口唱心和讚美神，愛心關顧我先行。 

註：除飲用清水外，不准飲食！ 

2023 年夏季主日學  ...........................................................  2023 年 6 月 4 日 至 8 月 27 日 
A. 坐言起行真門徒 
     日期、時間：2023 年 6 月 4 日 至 8 月 27 日 (逢星期日)，9:30 – 10:45 am 
     地點：教會主樓 Room 1 
     導師：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屈思宏博士 (Dr. Simon Wat) 
     簡介：作門徒，就要坐言起行，走出教會四幅牆，在生活中跟隨主。而人生活所佔大部 
                    分時間都在家庭與工作上。因此，本主日學探討如何在這兩方面建立與主關係， 

                    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彼此建立，並探討如何推動塑造坐言起行真門徒，以達至教 
                    會整體榮耀上帝。 

B.《真知道祂》栽培課程 
     日期、時間：2023 年 6 月 4 日 至 8 月 27 日 (逢星期日)，9:30 – 10:45 am 
     地點：辦公室大樓 Room G5 
     導師：鄧啟耀博士 
     簡介：著重教導和討論一個重生的信徒如何與主建立關係，在靈命上操練，在主話語扎 
                    根成長和立志委身服事主。                

有興趣參加者，請與周卓才執事 (Ringo) 聯絡。 

敬拜音樂研習班  ...............................................................................  6月 9日、6月 16日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崇拜部工作坊！Zoom 連結：Meeting ID: 832 4900 2907，Passcode: 2023 

2. a. 個人創作、事奉經歷及編曲技巧 1 

         講員：古丹青傳道 (Pastor Irene Ku)                                

         日期、時間、形式：2023 年 6 月 9 日 (週五)，7:30 – 9:30 pm；Zoom 授課，粵語教授 

    b. 編曲技巧 2、問答環節 

         講員：古丹青傳道 (Pastor Irene Ku)                                

         日期、時間、形式：2023 年 6 月 16 日 (週五)，7:30 – 9:30 pm；Zoom 授課，粵語教授 

詳情請聯絡崇拜部許徐盛勝執事 (Sisi) 或劉德文弟兄 (Tak Man) – taklau@bellnet.ca。 

2023粵語培靈會  ...................................................................................  8月 25日至 27日 

本會將於 8 月 25 至 27 日舉行粵語培靈會，羅祖澄牧師 (Rev. Bobby Lo) 為大會講員，今年主

題為「得力門徒」。聚會不設網上播放，設有兒童節目。詳情請向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查詢。 

垃圾箱加鎖 ..........................................................................................................................   

鑑於教會近日發現浣熊出沒，經常翻亂垃圾。為控制情况，教會已把後方停車場的大垃圾

箱加上活動扣。請弟兄姊妹留意，並切記在棄置垃圾後，把活動扣扣回。多謝合作！ 

代禱事項  

為教會代禱 

 請為 6 月 11 日會友大會的準備禱告，求主引領會友積極參與，同心守望北宣家。 

 繼續為教會二期擴建禱告。求神保守二期擴建各項籌備和相關工作，讓擴建工程

得以順利進行。 

 為教會各英語團契禱告：Barnabas (巴拿巴團契)、Micah (彌迦團契)、Timothy (提

摩太團契)、CTC (大專團契) 及 TNT & Emmanuel (青少年以馬內利團契)。請禱告記

念顧問、團長、職員及組長，求主賜他們身、心靈健康，以愛心謙卑服侍弟兄姊

妹；求主幫助弟兄姊妹能互相効力，彼此代禱守望，一起倚靠主作同路人。 

 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 在他假期期間於東歐短宣至 5 月 29 日。請為他禱告：

旅程的平安，有健康的身體來服侍有需要的人，並讓福音進到人群，使人身心靈

得醫治。 

 彭劉慧鈴師母 (Wendy C-mo) 現於烏干達短宣至 5 月 26 日。請為她禱告：旅程的

平安，有健康的身體來服侍有需要的人，並讓福音進到人群，使人身心靈得醫治。 

為世界、國家代禱 

 北印度衝突，教堂被焚，二萬多人逃難。求主止息是次暴亂，讓政府能夠公平地

對待不同部落的人。 

日期 時間 主題 

8月 25日 (星期五) 晚上 8:00 - 9:30 無偽的信心 

8月 26日 (星期六) 晚上 8:00 - 9:30 火熱的愛心 

    8月 27日 (主日) 早上 11:15 - 12:30 親密的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