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重點
11 月 4 日

譚文鈞牧師

宣教

11 月 11 日

葉白華牧師

宣教

11 月 18 日

王欽慈牧師

宣教

11 月 25 日

王成偉牧師

講員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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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6773
辦公室: (905) 883-4511

起來建造

聖工人員

11 月 11 日(星期日)

講員：葉白華牧師( Rev. Peter Yip )

粵語崇拜

教會代表：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

祈禱： 許家龍長老( Daniel )

2018 年 11 月 11 日

歡迎

關顧： 曾可麟長老( Sammy )、王李明珠姊妹( Cindy ) 、曾國雄伉儷( Peter & Shi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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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事： 岑秀瑋姊妹 (Ann －A)、黃徐麗貞姊妹 (Flora－A’)、
陳鄭敏華姊妹 (Polly－B) 、陳鳳群姊妹 (Ester－B’)、
彭美平姊妹 (Lili－C)、曹唐淑妍姊妹 (Candy－C’ )
音樂：敬拜小組－許徐盛勝姊妹(Sisi ) 及組員

齊唱頌讚：歌頌讚美

影像： 王珏執事（Jason )

下週聖工人員

十一奉獻
禱告代求

11 月 18 日(星期日)

講員：王欽慈牧師( Rev. John Wang)

教會代表： 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祈禱：譚健良長老( Peter )

齊聽聖言： 宣讀：太 28：18

關顧：譚健良長老( Peter )、王李明珠姊妹( Cindy ) 、曾國雄伉儷( Peter & Shirley)

宣講：力遵大使命 -- 得全贏結果

司事： 江永成伉儷 (Wing－A &; Fun－A’)、
郭彼得伉儷 (Peter－B &; Clara－B’)、

齊心回應：回應詩

李義佳伉儷 (Bobby－C &; Betty－C’)

三一頌
祝福
迎新、報告
散會詩
殿樂

音樂：敬拜小組－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 及組員

讚美禱告會

11 月 14 日(星期三)

重點：馬提尼克短宣分享
分享： 陳鳳冬傳道 (Pastor Alice Chen) & 劉張蕙霞姊妹 (Evelyn)
負責人：宣教部

聚會記錄
粵語崇拜

249

主日學(粵)

33

讚美禱告會（粵）

33

英語崇拜

107

主日學(英)

5

讚美禱告會（英）

7

34(22)

主日學(國)

38

讚美禱告會（國）

--

英語 Flow Worship*
國語崇拜

85

主日學(兒童)

36

讚美禱告會（兒童）

7

兒童崇拜

63

主日學（總）

112

讚美禱告會（總）

47

育嬰房

4

主日總人數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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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顧問牧師 :
譚文鈞牧師 francis.tam@ntc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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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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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事工主任 曾林靜嫻主任 christina.ts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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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講員 ........................................................................................................ 今日
衷心多謝葉白華牧師( Rev. Peter Yip)今天早上的信息分享。求神保守葉牧師
身心靈健壯，為神發光發熱。
＊二期擴建籌款活動 ................................................................................... 11 月
每日一小錢，同步獻主前 Save a loonie, Offer plenty
如你尚未領取錢箱但仍想參加，可以在十一月份內，向 Katherine Cheng ,
Gordon Lai, Doris Chan & Lyman Wong. 索取，多謝支持擴堂的活動。
“Shoe box 鞋盒禮物"................................................................................ 今日
聖誕禮物盒最後收集日期為今日。詳情可聯絡兒童事工主任曾林靜嫻姊妹
(CMD Christina)。
＊團契職員及小組組長支援聚會(二) ............................................. 11 月 24 日
2018 年度第二次團契職員及小組組長支援聚會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早上 9 時至中午 12 時於教會體育館舉行。Pastor Roland 及 Pastor Benson
會向弟兄姊妹講述教會情况及來年目標。希望透過禱告和分享可以對各團
契訂立 2019 年的週會及方向有所幫助。歡迎新，舊職員及小组组長參加。
為方便預備早餐(9:00-9:30)，請於大堂報名。截止日期為 11 月 18 日。查
詢：Tony 張偉君執事。
＊主日學主日及冬季主日學 ............................................................. 12 月 2 日
2018 年主日學主日於 12 月 2 日 9:30am 在 G5 舉行，共嚐早餐、同學分享、
回顧前瞻、頒勤到獎。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彼此勉勵，同心學習神的話語，
同頌主恩。
2018 年冬季主日學(12 月 9 日至 2019 年 2 月 24 日)課程如下:
(一) 門徒典範 : 馬丁路得與潘霍華
老師 : 屈思宏博士
簡介 : 瞭解馬丁路得與潘霍華的生命掙扎，塑造兩人門徒作素的神學，及其如何塑
造今天的門徒。又討論路得妻子卡芙蓮‧波拉，以鼓勵姊妹作門徒。課程會選讀兩人的中
文版著作，資料由老師提供。

(二) 長者班
(三) 福音探討班
＊聖誕報佳音外展活動—「祝福商户行動」 ................................ 11 月 25 日
福音外展部於 11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有「祝福商户行動」。行動主要認識
商户，介紹教會及聯絡 12 月報佳音安排。鼓勵大家積極參加。報名表已張
貼在福音外展壁佈板上(或可與彭傳道聯絡)。願基督的名在這區彰顯！
＊圖書部：圖書清點 .................................................................... 11 月 30 日前
圖書部將於 12 月進行圖書清點，因此 12 月 1-31 日將暫停圖書借閱服務。
請弟兄姊妹在 11 月 30 日前把借閱的圖書全數歸還圖書館。多謝合作！

代禱事項












今日是國殤紀念日，讓我們為在戰爭中不幸死亡的軍人和人民禱告，
記念他們為加拿大及世界和平的犧牲。
為本會宣教月禱告，求主保守賜福給各位宣教士，在祈禱會，主日崇
拜，宣教年會等的分享，願他們的話語鼓勵弟兄姊妹，又為弟兄姊妹
準備及參與 11 月 18 日的宣教信心認獻禱告。
為 11 月 25 日及 12 月 23 日聖誕報佳音外展活動禱告，讓聖誕的大喜
信息透過聖誕歌曲傳遍我們社區的商戶。
請為教會事工部明年需要三個新的執事，包括財務、奉獻及理堂部禱
告。求主興起有心志的弟兄姊妹，願意參與教會的事奉。
請禱告記念 HeeSung 及 Carmen，他們的第二個 BB 的預產期為明年
3 月。
請禱告記念本週 13-15 日宣道會東區禱告退修會，求神保守所有參加
的牧者。

宣教月







10 月 28 日-11 月 18 日

2019 年宣教信心認獻總額為$154,600，並需於會友大會確認。我們
將於 11 月 18 日收取宣教信心認獻卡，弟兄姊妹可到【宣教心】查閱
2019 宣教預算詳情，亦請弟兄姊妹禱告及預備支持。
【宣教心】已出版，歡迎取閱，一個家庭一本。
11 月 17 日國際美食晚餐(6-7pm)，於大堂發售餐券至 11 月 12 日，
每 位收 費 $10， 四歲 以下 免費 ，名 額有 限， 欲購 從速 。詳 情請 與
Rosanna Fong 姊妹聯絡。
以下是今年宣教月的聚會詳情。查詢請聯絡李士弘傳道(Pastor Benson)。

日期

時間

活動

講員

11 月 11 日

11:15am

主日崇拜

Rev. Peter Yip 葉白華牧師-宣教系列(3)

11 月 14 日

7:30pm

馬提尼克短宣分享

11 月 16 日

7:30pm

讚美禱告會
聯合宣教年會(粵/國)
你願走多遠?
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
宣教年會 – 兒童

兒童事工曾林靜嫻主任
10 月 21 日-11 月 12 日發售餐券

7:30pm

國際美食晚餐
聯合宣教年會(粵/國)

7:30pm

宣教年會 – 兒童

Pastor Faith Lee

11:15am

宣教年會主日崇拜
北宣 2018 短宣隊展覽

Rev. John Wang 王欽慈牧師 (華傳國際)

7:30pm

讚美禱告會

Pastor Pomen Chan 陳健民傳道

6 -7pm
11 月 17 日
11 月 18 日
11 月 16-18 日
11 月 21 日

Rev. John Wang 王欽慈牧師 (華傳國際)

Rev. John Wang 王欽慈牧師 (華傳國際)

Aruba; Israel

教會以外事工
中東事工分享 ........................................................................................... 11 月 13 日
加拿大傳仁基金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二）晚上 7:30 在士嘉堡華人浸信會 162
室(3223 Kennedy Road, Scarborough)邀請了，兩位在中東地區服侍超過三十
年的資深宣教士夫婦(事工黟伴)分享中東戰亂地區基督徒的現況和他們在當地
的福音工作。詳情可查閱 www.golovefoundati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