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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11221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S 1L8      教會網頁：www.ntc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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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門徒   榮耀上帝  
 來跟從我  

 粵語崇拜           2023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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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 3:8-12  
宣講：經歷神－祝福滿滿 

齊心回應 

回應詩 

聖餐 

聖名要讚頌 

祝福 

短宣差遣禮 

迎新、報告 

默禱 
 
 

 

 

 
 

                 教牧團隊 

                                                          主任牧師：聞偉雄牧師 

副牧師：朱偉東牧師                  國語顧問牧師：羅祖澄牧師     長老：陳信華長老 

粵語：彭孫偉牧師         國語：唐瑋澤傳道                                    巢立文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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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星期日) 

講員：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聖餐：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祈禱、教會代表：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關顧：林張文頌姊妹 (Clara)、何黎媁姊妹 (Lisa) 

司事：曹志偉伉儷 (Jacky & Candy)、鄧卓銘伉儷 (Stephen & King)、 

             周少鳳姊妹 (Margaret) 

音樂：敬拜小組－曾何倩儀姊妹 (Linda) 及組員 

影音：簡志舜執事 (Jason)、張李癸芬姊妹 (April)、鄭俊華弟兄 (A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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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聖工人員          5 月 14 日 (星期日) 

講員：羅祖澄牧師 (Rev. Bobby Lo) 

祈禱、教會代表：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關顧：曹世昌弟兄 (Timothy)、駱盧詠華姊妹 (Vera) 

司事：袁家驥伉儷 (Eric & Cecilia)、姚根生伉儷 (Kan & Janet)、 

             鄭梁慧嫻姊妹 (Becky) 

音樂：敬拜小組－鄧錦榮弟兄 (Rico) 及組員 

影音：簡志舜執事 (Jason)、吳騰達伉儷 (Paul & Alice)、張立豪弟兄 (Doric)、 

 何嘉言弟兄 (Garvin)、趙威堯弟兄 (Samuel) 

讚美禱告會－網上                           5 月 10 日 (星期三) 7:30 - 9:00 pm 

重點：為作母親的禱告 

負責人：劉張蕙霞姊妹 (Evelyn) 

聚會記錄 (網上和實體人數)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粵語 49 (網上) + 225 (實體) = 274 35 25 

英語 14 (網上) + 70 (實體) = 84 16 7 

國語 21 (網上) + 81 (實體) = 102 34 --- 

青年 35 (實體) --- --- 

兒童 42 (上午) + 19 (下午) = 61 --- --- 

總人數 556 85 32 

奉獻 

2023 年 上週奉獻 全年迄今奉獻 全年目標 

              常費基金 $23,336 $224,902 $971,811 

              宣教基金 $2,116 $30,949 $140,503 

小計 (營運經費：常費 + 宣教) $25,452 $255,852 $1,112,314 

              二期建堂 $9,240 $40,726 $86,487 

總奉獻 (常費 + 宣教 + 二期建堂) $34,692 $29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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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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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 to Protect® 培訓  ...............................................................................................  今天 

凡有意或正在參與兒童，青少年或長者事工的弟兄姊妹，必須參加教會舉辦的 Plan to 

Protect® 培訓，以保護兒童，青少年或長者的安全。完成培訓起計兩年有效期。 

Plan to Protect® 培訓：今天 5 月 7 日，1 pm，Room 6 ，培訓以英文教授 

詳情請聯絡青年傳道 Pastor Samuel Kim 或兒童事工曾林靜嫻主任 (CMD Christina Tsang)。 

＊敬拜音樂研習班  .......................................................  5月 13日、6月 9日、6月 16日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崇拜部工作坊！ 

1.       Let Us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內容：崇拜樂隊伴奏的基本理解，學習音樂語言作溝通之用， 

                         提升團隊事奉心態和效率 

          講員：莫家承牧師 (Pastor Carson Mok)                                

          日期、時間、地點：2023 年 5 月 13 日 (週六)，10 am – 12 pm，教會禮堂 

        形式：實體授課，粵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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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連結：Meeting ID: 832 4900 2907，Passcod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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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連結：Meeting ID: 832 4900 2907，Passcod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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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堂迎新午餐  ............................................................................................  5月 21日 

粵語堂迎新午餐將於 5 月 21 日主日崇拜後在體育館舉行，誠邀未參加過迎新午餐的新朋友

出席，詳情請聯絡莫郭欣靈執事 (Joyce) 或向所屬團契的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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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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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 將於 5 月 8 日出席加拿大宣道會董事會議；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 將於 5 月 8 至 18 日前往北馬其頓之羅姆人短宣；Pastor Bryan Fletcher 現休假至 5

月 10 日；請禱告記念他們及家人。 

教會泊車安排、穿梭車輛服務  ...........................................................................................  

由於參與實體崇拜的人數不斷增長，出現車位不足的情況。教會向聖三一學校 Holy Trinity 

School (HTS) (11300 Bayview Avenue) 借用了 50 個車位供大家停泊車輛。教會由上主日開始提

供免費穿梭車輛服務，接送大家往來北宣與 HTS，讓大家可以在 HTS 停泊及取回車輛。 

主日崇拜泊車及取車流程： 

崇拜前：請各駕駛者 (駕駛自己車輛的人) 先到教會放下家人或朋友，然後駕車到 HTS，泊

車後再乘搭穿梭車輛前往教會。 

崇拜後：請各駕駛者先自行乘搭穿梭車輛前往 HTS 取車，然後回教會接載家人或朋友。 

乘搭穿梭車輛地點：教會主樓正門側，鄰近無障礙停車場 (Accessible Parking Lot)  

穿梭車輛服務時間： 

由 Holy Trinity School (HTS) → 北宣 NTCAC：10:50 am 至 11:20 am 

由北宣 NTCAC → Holy Trinity School (HTS)：12:30 pm 至 1:00 pm 

招募交通督導員及穿梭車輛司機  ........................................................................................  

教會理堂部現正招募多名事奉人員： 

1. 交通督導員：負責引導車輛到北宣未使用的車位停泊車輛，及指引車輛到 Holy  

                               Trinity School (HTS) 停泊車輛 

2. 穿梭車輛司機：負責在主日崇拜前後用自己的車輛接載乘客往來北宣與 Holy  

                                    Trinity School (HTS)，讓乘客可以在 HTS 停泊或取回車輛 

請有意在以上崗位事奉的弟兄姊妹聯絡理堂部曾可麟長老 (Sammy)，關顧部莫郭欣靈執事 

(Joyce)，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或教會辦公室 office@ntcac.ca。 

2023《宣教心視野》網上 Zoom 中文課程  ...................................7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 
作個胸懷普世宣教的基督徒！第四屆《宣教心視野》網上 Zoom 中文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上課日期：2023 年 7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 
上課時間：逢星期日 7:00 - 9:30 pm 
學費：C $335   ***早鳥優惠：7 月 3 日前報名 C $235*** 

 [凡教會牧者、宣教同工、神學生、夫婦、或五人以上同堂會兄姊，均一律每人 C $185] 

另讀本及研習課本費用：C $100 

截止報名日期：2023 年 7 月 10 日或額滿即止 

網上報名及查詢：www.perspectivescic.com 

代禱事項  

為教會代禱 

 上星期六的《愛 Plan B》福音電影佈道會有 120 人參與。求主讓播下的福音種子繼續生長，帶領

未信的人來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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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張勁揚弟兄 (Alex)、周越紅姊妹 (Lydia) 與王秋穎姊妹 (Vicky) 將於 5

月 8 至 18 日前往「北馬其頓之羅姆人短宣」，求主保守旅程平安，讓他們靠着主的能力去傳揚

福音。 

 5 月份大學及大專生已經開始放暑假，並回來教會聚會，為 CTC 團契 5-8 月份能成功舉行團契聚

會禱告。 

為世界、國家代禱 

 聯邦税局 (CRA) 員工繼續罷工，CRA 發表聲明指，期望與加拿大公務員聯盟工會 (PSAC) 能達成對

員工公平之餘，對納税人也是公平的協議。求主幫助雙方能夠早日達成最合適的協議。 

 為地上未得之民禱告。世界上有七千多種語言，有完整聖經譯本的不到七百種。求主看顧聖經

翻譯的工作，願地上的人都得以認識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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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