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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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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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6:13-17，21-25  
宣講：緊隨主 
 

齊心回應 

回應詩 

聖名要讚頌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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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星期日) 

講員：屈思宏博士 (Dr. Simon Wat) 

祈禱、教會代表：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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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聖工人員          6月 4日 (星期日) 

講員：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聖餐：李士弘牧師 (Rev. Benson Li) 

祈禱、教會代表：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 

關顧：曹陳丹姊妹 (Serena)、駱盧詠華姊妹 (Vera) 

司事：袁家驥伉儷 (Eric & Cecilia)、李義佳伉儷 (Bobby & Betty)、 

             鄭梁慧嫻姊妹 (Becky) 

音樂：敬拜小組－劉德文弟兄 (Tak Man) 及組員 

影音：簡志舜執事 (Jason)、張李癸芬姊妹 (Apr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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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星期三) 7:30 - 9:00 pm 

重點：為青少年禱告 

負責人：朱銘皓弟兄 (Caleb) 

聚會記錄 (網上和實體人數) 

 崇拜 主日學 禱告會 

粵語 40 (網上) + 246 (實體) = 286 37 18 

英語 14 (網上) + 75 (實體) = 89 23 6 

國語 24 (網上) + 61 (實體) = 85 31 8 

青年 32 (實體) --- --- 

兒童 46 (上午) + 18 (下午) = 64 --- --- 

總人數 556 91 32 

奉獻 

2023年 上週奉獻 全年迄今奉獻 全年目標 

              常費基金 $22,541 $265,859 $971,811 

              宣教基金 $3,898 $37,052 $140,503 

小計 (營運經費：常費 + 宣教) $26,439 $302,911 $1,112,314 

              二期建堂 $7,734 $55,340 $86,487 

總奉獻 (常費 + 宣教 + 二期建堂) $34,173 $35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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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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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保安 ..........................................................................................................................   

上主日 5月 21日下午，由於最後離開教會的家庭未有留意，沒有關上教會大門便離開，令

致教會兩道大門敞開 17小時。感謝主保守！未有野生動物進入教會內破壞物件，一切安好。

為確保教會安全及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請各堂持匙人務必特別留意：每當離開教會前，

必須與其他持匙人親身溝通確認，確保有持匙人負責跟進鎖門。亦請各弟兄姊妹通力合作，

一同守護我們屬靈的家。 

＊轉會申請截止日期  ..................................................................................................  今天 

轉會定於 6月 25日舉行。 

轉會－有意轉會的弟兄姊妹可於教會網頁下載「轉會申請表」。轉會必須完成一堂轉會班， 

               請於 5月 28日或之前申請轉會。 

請將填好的表格直接遞交或發電郵予彭孫偉牧師 (Rev. Roland Pang)，查詢詳情也請聯絡彭牧

師 cantonese.ministry@ntcac.ca。 

＊2023暑期聖經日營 (VBS) 報名截止日期 ............................................................. 6月 18日  

今年北宣的暑期聖經日營 (VBS) 網上 (www.ntcac.ca) 報名，將於 6月 18日結束。1 - 6 年級仍

有少量名額，請從速報名。 

如有查詢可電郵 vbs@ntcac.ca 或與陳胡詩敏姊妹 (Belinda)、劉張佩雯姊妹 (Jade)、曾林靜嫻

主任 (CMD Christina Tsang) 聯絡。 

＊2023暑期聖經日營 (VBS) 招募同工申請截止日期  .......................................... 6月 18日 

若你願意一同在 2023暑期聖經日營 (VBS) 服侍，請從速到 www.ntcac.ca報名，網上報名將

於 6月 18日結束。 

如有查詢可電郵 vbs@ntcac.ca與曾林靜嫻主任 (CMD Christina Tsang)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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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們

將於 5月 30日 至 6月 1日參加宣道會東區區會議；聞偉雄牧師 (Rev. Stan Man) 將於 6月 4  

至 9日休假；請禱告記念他們及為區會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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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  ............................................................................................................................  6月 4日 

下主日 6月 4日是聖餐主日，請已受洗的弟兄姊妹在大堂自行領取聖餐杯，亦誠邀參加網

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先在家裏預備餅和葡萄汁 (或深色的果汁)，讓我們與教牧一起領受聖餐，

記念這位救主耶穌基督。 

代禱事項  

為教會代禱 

 請為 6月 11日會友大會的準備禱告，亦為各候選長老禱告，求神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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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上主日的迎新午餐有 46位新朋友出席。求主帶領弟兄姊妹安頓在北宣這

個屬靈的家裏，也讓新朋友可以透過我們的見證認識福音。 

 請為尚未轉會的弟兄姊妹認真考慮加入教會禱告。求聖靈引領他們，讓他們在主

裏尋求主的心意，並向主作出回應。 

 為 6 月至 8 月新一季主日學招生禱告。求主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參與主日學的學習，

一同認識神的話語。 

 為教會各國語團契禱告：迦勒長者團契 (Caleb)、約書亞團契 (Joshua)、耶利米團

契 (Jeremiah) 及但以理團契 (Daniel)。請禱告記念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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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世界、國家代禱 

 俄烏戰事仍未結束，造成生靈塗炭。求主憐憫，止息干戈。 

信息摘要 太 16:13-17，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