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重點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2月3日

譚文鈞牧師

教會增長與禱告(二)

2 月 10 日

李士弘傳道

教會增長與屬靈領袖(一)

2 月 17 日

彭孫偉傳道

教會增長與屬靈領袖(二)

2 月 24 日

嚴建平博士

教會增長與屬靈領袖(三)

聖工人員

North Toront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11221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S 1L8
教會網頁: www.ntcac.ca
教會: (905) 883-6773
辦公室: (905) 883-4511

教會增長

2 月 17 日(星期日)

講員：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

粵語崇拜

教會代表：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

祈禱： 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2019 年 2 月 17 日

歡迎

關顧： 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陳德慧姊妹(Mandy)、唐逸民弟兄(Edmond)、

每主日清晨我們在祂的平安裡甦醒，
並且準時到達會堂，一同稱讚上帝，誦讀及聆聽祂的話語。

王李明珠姊妹(Cindy)
司事： 吳騰達伉儷 (Paul－A & Alice－A')、
陳鳳群姊妹(Ester－B) 、葉鄧潔墀姊妹(Kitty－B’)、

齊唱頌讚： 歌頌讚美

郭彼得伉儷(Peter－C & Clara－C’)
音樂： 敬拜小組－許徐盛勝姊妹(Sisi ) 及組員

十一奉獻
禱告代求

影像：王珏執事（Jason )

下週聖工人員

2 月 24 日(星期日)

講員： 嚴建平博士( Dr. Dennis Ngien )

齊聽聖言： 宣讀：誰是領導高手？

教會代表：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祈禱： 朱偉東牧師( Rev. Jonathan Chu )

經文：多 1：5-9

關顧： 歐陽李淑美執事( Anny )、陳德慧姊妹(Mandy)、袁家驥弟兄(Eric)、

齊心回應：回應詩

王李明珠姊妹(Cindy)
司事： 李義佳伉儷 (Bobby－A & Betty－A’)、

三一頌
祝福
迎新、報告
散會詩
殿樂

曹志偉弟兄 (Jacky－B)、劉養吾弟兄 (Stanley－B’)、
曾國雄伉儷 (Peter－C & Shirley－C’)
音樂： 敬拜小組－曾何倩儀姊妹(Linda ) 及組員

2 月 20 日(星期三)

讚美禱告會
重點：宣教部－EMAS 短宣分享
負責人：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聚會記錄
粵語崇拜

224

主日學(粵)

38

讚美禱告會（粵）

14

英語崇拜

97

主日學(英)

39

讚美禱告會（英）

3

英語 Flow Worship*

----

主日學(國)

42

讚美禱告會（國）

8

國語崇拜

76

主日學(兒童)

33

讚美禱告會（兒童）

6

兒童崇拜

45

主日學（總）

152

讚美禱告會（總）

31

育嬰房

4

主日總人數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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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團隊
粵語：
助理傳道 彭孫偉傳道 roland.pang@ntcac.ca
義務傳道 何李浣菁傳道 christine.li@ntcac.ca
國語：
助理牧師 徐理張牧師 richard.xu@ntcac.ca
助理傳道 陳鳳冬傳道 alice.chen@ntcac.ca
兒童：
事工主任 曾林靜嫻主任 christina.tsang@ntcac.ca
行政：
行政主任 陳陳麗英姊妹 office@ntcac.ca

英語顧問牧師 :
嚴建平博士 dennis.ngien@ntcac.ca
英語：
副牧師 朱偉東牧師 jonathan.chu@ntcac.ca
宣教：
助理傳道 李士弘傳道 benson.li@ntcac.ca
福音外展：
助理傳道 彭孫偉傳道 roland.pang@ntcac.ca

歡迎
歡迎各位蒞臨參加今天的崇拜，願主賜福 ! 若你是新來賓，還未到接待處留
下你的聯絡資料，請於聚會完結後到接待處登記，以便日後聯絡。

家事分享
牧者行蹤 ........................................................................................................ 今日
徐理張牧師(Rev. Richard Xu)今天早上參加帶領 2019 加東青年冬令會，請
禱告記念。
辦公室假期 .......................................................................................... 2 月 18 日
教會辦公室將於 2 月 18 日休假，請留意。
＊福音外展午餐分享會 ...................................................................... 2 月 24 日
感謝主！去年有超過 200 多名弟兄姊妹參與各項福音外展活動。為了預備眾
人的心和推廣今年的外展活動計劃，現誠意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2 月 24 日
（主日）下午 12 時 45 分至 2 時的午餐分享會。請到大堂報名，詳情請聯絡
彭孫偉傳道（Pastor Roland）。
＊2018 年退稅收條 ................................................................................................
財政部將於 2 月 17 日向有提供電郵地址的弟兄姊妹發放 2018 年退稅收條，
請檢查是否已收到(請勿忘記查看『垃圾郵件』)。其餘以郵件寄出，應可於
2 月底前收到。查詢請電郵 donations@ntcac.ca。
＊小組式的屬靈導引 ............................................................................................
「禱告部門」將於二月份開始，在每月的第四個週日，舉行《小組式的屬靈
導引》，這是一個可以提供屬靈思索和聆聽神聲音的聚會；透過每月的閱讀
聖經及祈禱，藉此屬靈培育，更深地經歷神的同在，也一起分享神在各人生
命中奇妙的工作。聚會由 5-10 位在信仰上不同階段和事奉的弟兄姊妹組成，
並願意彼此支持、互相守望，是一個讓你與弟兄姊妹一起同行並成長的好機
會，誠意邀請你的參與，一同享受這屬靈筵席！報名及查詢：劉吳淑貞
(Canny)執事。
＊春季主日學課程 .......................................................... 3 月 3 日至 5 月 26 日
(一) 福音探討班
(二) 長者班
(三) 羅馬書--稱義與成聖
導師: 李家駒執事，李蔡海燕姊妹，方啟慶弟兄
羅馬書是聖經中最有系統、有邏輯和全備陳述福音的書卷, 本課程探
討一章至十一章的理論部份,這構思是配合生命應用查經 LABS 十二章
至十六章的應用部份, 盼能讓弟兄姊妹更深入認識羅馬書,誠邀你一起
學習神的話語, 追求 靈命進深。
＊天道神學院乒乓球賽 ......................................................................... 5 月 4 日
天道神學院邀請我們北宣參加他們主辦的乒乓球賽，比賽日期：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地點：Markham Pan Am Centre。我們將組隊參賽。有興
趣者請向王文青弟兄(Sam)查詢及報名。

「生命之道」查經 ....................................................... 3 月 29 日至 5 月 31 日
由中國神學研究院主辦的「生命之道」－《詩篇上》查經將於 3 月 29 日至
5 月 31 日 (4 月 19 日及 5 月 3 日停課)（共 8 堂）逢星期五 9:30 am - 11:30
am 在本堂舉行。內容包括敬拜、小組查經及經文講解，目的是鼓勵信徒建
立認真、委身的讀經生活，經歷神話語的豐富和實在。歡迎以個人或小組形
式 (5 至 6 人) 參加，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gst.edu，網上報名 2 月 28
日截止，或向歐陽李淑美執事 ( Anny AuYeung) 查詢。
＊2019 年短宣時間表 ..........................................................................................
2019 年教會短宣現已接受報名，歡迎對宣教事工有負擔之弟兄姊妹參加，
截止日期為 3 月 31 日。請於教會網址 www.ntcac.ca 下載短宣申請表，填
妥後交回教會辦公室宣教部信箱或電郵至 benson.li@ntcac.ca。宣教部收
到報名表後，將聯絡申請人安排面談，並提供有關短宣詳情及培訓事宜。有
任何查詢請聯絡李士弘傳道(Pastor Benson)。
短宣目的地

語言

暫定日期

人數

Aruba 阿魯巴

粵語

5

Quebec
First Nations
魁北克第一原住民
Israel 以色列

英語

7 月 20-26 日
(7 天)
7 月 26 日-8 月 4 日
(10 天)

St. Martin 聖馬丁

粵語

國語

10 月 10-20 日
(11 天)
9 月 11-18 日
(8 天)

12

5
4

重點

每人大約費用
交通 + 食宿

兒童聖經日營，探
C$1,500
訪，工作坊，崇拜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C$500
探訪，讚美敬拜，建
(學生 C$350)
築維修，廚食
中國民工及學生佈道，
C$1,700
工作坊，讚美敬拜
探訪，崇拜，領袖及
C$1,500
門徒訓練

代禱事項


為 2019 年的國語事工委員會禱告，包括徐理張牧師 Rev. Richard Xu，陳
鳳冬傳道 Pastor Alice Chen，翁玉莲 Wendy Yung，廉蒸蒸 Jennifer Lian，
董子明 Michael Dong，林勤 Harley Lin，陳柏 Paul Chen，趙晶 Ellen
Zhao。求天父賜各人恩賜，同心喜樂事奉，互相配搭，叫國語堂的弟兄姐
妹得益處，一同成長。又記念他們的家人。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
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 神所分給各人信心
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
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羅馬書 12:1-5





為二期擴建禱告。感謝天父，hydro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及相
關報告已完成，並轉交到 Beacon Environmental 預備 natural heritage
evaluation report，求神幫助，讓這個報告能快速、完整地完成，又保守
二期擴建的申請在 2019 年能順利得到批准。
請為家庭日假期外出旅遊的家庭及弟兄姊妹禱告，又求神保守各人，有一
個平安愉快的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