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重點
12 月 3 日

譚文鈞牧師

健康門徒系列: 林後 11

12 月 10 日

曾永光牧師

福音主日

12 月 17 日

譚文鈞牧師

健康門徒系列: 林後 12

12 月 24 日

朱偉東牧師

聖誕主日

12 月 31 日

麥振榮牧師

健康門徒系列: 林後 13

聖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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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星期日)

講員： 曾永光牧師(Rev. Michael Tsang )

粵語崇拜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教會代表：何李浣菁傳道(Pastor Christine Li )

祈禱： 朱偉東牧師(Rev. Jonathan Chu )

歡迎

關顧： 鄧志賢傳道(Pastor Kay Tang ) 、曾國雄伉儷(Peter & Shirley ) 、 李義佳弟兄( Bob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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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清香姊妹(Amy－A)、黃徐麗貞姊妹(Flora－A’)、
陳鄭敏華姊妹(Polly－B) 、岑秀瑤姊妹(Regina－B’)、
林張銀英姊妹(Ginny－C)、王李明珠姊妹(Cindy－C’ )

齊唱頌讚：歌頌讚美

音樂：敬拜小組－林國棟執事(Tony)及組員
影像：黎兆龍弟兄（Michael)

下週聖工人員

12 月 17 日(星期日)

講員： 譚文鈞牧師( Rev. Dr. Francis Tam )

教會代表： 朱偉東牧師(Rev. Jonathan Chu )

十一奉獻
禱告代求
齊聽聖言：宣讀：路 2:8-20

祈禱： 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宣講：改變你生命的故事

關顧： 高智達長老(Dennis) 、 李義佳弟兄( Bobby )、王李明珠姊妹( Cindy )、
陳德慧姊妹( Mandy )、

齊心回應：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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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雄伉儷(Peter－C & Shirley－C’)
音樂：敬拜小組－許徐盛勝姊妹(Sisi)及組員

讚美禱告會

12 月 13 日(星期三)

重點： 為「華聯會」CCACA 禱告

祝福
迎新、報告
散會詩
殿樂

負責人：朱偉東牧師( Rev. Jonathan Chu )

聚會記錄
粵語崇拜

248

主日學(粵)

60

讚美禱告會（粵）

15

英語崇拜

95

主日學(英)

9

讚美禱告會（英）

11

44(28)

主日學(國)

16

讚美禱告會（國）

--

英語 Flow Worship*
國語崇拜

65

主日學(兒童)

31

讚美禱告會（兒童）

10

兒童崇拜

63

主日學（總）

116

讚美禱告會（總）

36

育嬰房

0

主日總人數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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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譚文鈞牧師 francis.tam@ntcac.ca
粵語：
副牧師 朱偉東牧師 jonathan.c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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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
帶領牧師 郭國權牧師 pastortim@ntcac.ca
助理傳道 榮大衛傳道 david.rombough@ntcac.ca

宣教：
實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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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行政主任 陳陳麗英姊妹 off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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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衷心多謝曾永光牧師(Rev. Michael Tsang)今天早上的信息分享。求神保守曾牧師身心靈
健壯，為神發光發熱。
洗禮聯合主日崇拜 ..............................................................................................................今天
洗禮於早上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10 分舉行(粵、英雙語進行)．請弟兄姊妹踴躍出席，與
受洗新葡一同慶祝，亦一同歡迎轉會的弟兄姊妹。英語及國語崇拜於上午 9 時 30 分開
始，中文堂崇拜於上午 11 時 20 分開始。粵語及兒童主日學(9 時 30 分)、兒童崇拜(11
時 15 分)及兒護如常進行。查詢：朱偉東牧師(Rev. Chu)。
歡迎受浸／轉會的新會友 ..................................................................................................今天
受洗名單：粵語堂–劉穎祈(Winky Lau)，英語堂–Gabriel Lee，國語堂–王秋穎
(Vicky Wang)、陳新冬 (Robert Chen)、吳曉丹(Grace Wu)
轉會名單：英語堂(Persian)–Mr. Amir Khedmati & Ms Shiva Mashayekhi
2018 年月曆 .......................................................................................................................今天
每個家庭一份，今天請往大堂領取。
＊財政部報告 .............................................................................................................................
 財務報告：截止上週日，累積奉獻為$796,325，與全年目標距離$267,690(其中包括
常費$152,896，宣教$36,298，建堂(二期)$78,495)。
 財務報表：教會今年第三季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印備，弟兄姊妹可到接待處索取。一
家一份。
 以股票、資產等作奉獻：本會接納弟兄姊妹以股票、資產等作奉獻，索取股票資產奉
獻表格及詳情，請電郵財政執事 Finance.deacon@ntcac.ca。弟兄姊妹如有以股票
作奉獻，請先通知財務部，或與林莊嘉茵執事(Rebecca)聯絡。
 2017 年支出申請截止日期：本年財政年度將於 12 月底結束，請各事工負責人批核及
督促所屬部門把餘下的 2017 年支出申請表(Expense Reimbursement Form)於 12 月
17 日前放進辦公室大門口財政部郵件格(Finance Deacon’s mail slot)。查詢請聯絡
林莊嘉茵執事(Rebecca)。支出申請表可在教會網頁下載。
 核對今年個人奉獻：財政部已將弟兄姊妹 2017 年截至 11 月底的奉獻(以奉獻編號排
列方式)張貼在教會事工佈告板上，請大家核對。若有偏差，請於 12 月 24 日前電郵
至 donations@ntcac.ca 與財政部聯絡。
收集食品 ........................................................................................... 11 月 26 日-12 月 17 日
英語年青圑契在 11 月 26 日到 12 月 17 日為烈治文山食物銀行收集食品，使有需要的家
庭在聖誕節享用，請大家支持，把不用冷臧的食物放在大堂的收集箱。
教會午餐 ................................................................................................................. 12 月 17 日
12 月 17 日崇拜後將有豐富午膳供應。菜單有白切雞、蜜糖菠蘿焗火腿，蒜蓉飽、白汁
草菇意大利粉、雜果大蝦沙律、雜菜、甜點/雪糕、咖啡和茶。四歲以下及新朋友免費，
每位收費$6。現已開始發售餐券，名額有限，欲購從速。
＊「年終特別感恩奉獻」 ..................................................................................... 12 月 24 日
在 12 月 24 日崇拜時會收取「年終特別感恩奉獻」，以感謝神過往一年無盡的恩典。此
項奉獻將撥入教會常費，請弟兄姊妹為此禱告及預備。
＊平安夜聯合聚會 ................................................................................ 12 月 24 日晚上 7:30
主題: "Don't Miss Christmas 勿錯過聖誕"。將於 12 月 24 日(主日)晚上七時半至九時於
本會禮堂舉行。聚會內容包括詩歌敬拜，成人及兒童詩班獻唱，及信息分享等。讓北宣
家三個會眾與小孩們一同慶祝救主降生。亦請會眾邀請未信主親友參加。邀請單張可在
大堂索取。查詢：朱偉東牧師 (Rev. Chu)。

初級鼓班 ................................................................................... 2018 年 1 月 6 日-2 月 24 日
由林偉業弟兄(Thomas)教授。由 2018 年 1 月 6 日開始，逢星期六上午 10-11 時於教會
禮堂舉行，於 2 月 24 日結束，共 8 堂，費用:$20(全數作二期擴建奉獻)，參加者須自己
購買鼓棍及練習用鼓墊(practice pad)。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查詢及報名:
請電郵朱偉東牧師 jonathan.chu@ntcac.ca.

2018 短宣


宣教部現正籌劃 Aruba 阿魯巴短宣隊於 2018 年三月 March Break 期間，出發前往當
地作為期一星期的宣教探訪。短宣隊現已開始接受報名，鼓勵弟兄弟姊妹擁躍參與此
宣教之旅。短宣申請表可於教會網頁 www.ntcac.ca 下載，填妥交回即可。如有任何查
詢，請與宣教部同工或李士弘傳道(Pastor Benson)聯絡。
2018 年短宣

1
2
3
4
5



STMT 地點

月份

語言

短宣內容

Aruba 阿魯巴
Mexico 墨西哥
Israel 以色列
Martinique 馬提尼克
Halifax 哈利法斯

三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待定

粵語/國語
英語
國語/粵語
國語/粵語
粵語/國語

福音佈道/查經/探訪/工作坊
待定
福音音樂佈道/工作坊/崇拜
福音佈道/查經/工作坊/崇拜
福音佈道/查經/探訪/崇拜

團隊人數
(包括隊長及隊員)

6人
6人
6人
5人
8人

第六屆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 (CAWF) 將於 2018 年 7 月 11-15 日在泰國曼谷舉行，
主題為「傳承 - 成全」。此外，青年宣教大會 2018 (RENDEZVOUS 2018) 亦將同
時舉行 (2018 年 7 月 11-20 日)，主題為「不變的基督@萬變的世代」。有關第六屆
世界華宣大會詳情及報名表格，請瀏覽 www.chineseawf.org 或
www.USCCA.org，鼓勵本會會友預留時間參加。有關本會資助，請與宣教部同工或
李士弘傳道(Pastor Benson)聯絡。

代禱事項










請禱告記念教牧團隊及 2018 年長老。為他們同心事奉，商討明年的事工發展及財政
預算禱告。請禱告記念各事工委員會的執事委任，弟兄姊妹願意委身同心事奉。同時
請記念英語青年事工及榮大衛傳道未來的事奉。
請禱告記念二期擴建再次入圖則的預備，現仍等待餘下的 Landscape 及 Natural
Heritage 報告。
請繼續與長議會一同禱告記念波斯團契中的一個團友要求教會支持他們有難民身份的
親人申請到加拿大一事。求天父教導教會在當中可以擔當的角色及我們應該如何回應。
請禱告記念 12 月份聖誕節各個大小的聖誕慶祝活動，包括為烈治文山食物銀行收集
食品、團契慶祝活動、平安夜慶祝等，盼望在這個 12 月，耶穌基督降世的大喜信息
能傳遍大地，到達社區內所有的人。
為今天受浸／轉會的新會友感恩禱告，求神保守各人靈命健康成長，成為神救恩的美
好見證。
教會粵語、國語及英語堂大部份的啓發(Alpha)課程將於聖誕節前完成，求神保守讓
我們為未來的跟進作好準備。
大專及大學學生正在預備本月的考試，求神保守。

福音宣教事工

黃萬臻牧師及師母在委內瑞拉瓦倫西亞的事工：
 感 謝 上 帝 在 瓦 倫 西 亞 (Valencia) 的 恩 典 及 工 作 。 在 當 地 有 三 位 領 袖 （ Victoria,
Sunshine & Beth)曾經講道，而 Lil 會在十二月宣講她的第一篇佈道！請祈禱求神幫
助他們四個人，能成為神使用的流通管子，傳講神的話語及救恩。
 教會全年出席率正在下降，但青年群體的出席率顯著上升！對教會來說，這表明上
帝祝福 Danny(曾替代 Manjohn 擔任青年事工領袖）的職務。請為 Danny 禱告，求
神保守 Danny 繼續成長，成為上帝的僕人。除了在大學讀書，他還在瓦倫西亞
(Valencia)的聯盟神學院(Alliance Seminary)學習課程。求神幫助他建立年輕一代。
又讓董事會領導人 Sunshine 和其他董事會成員能繼續支持 Danny 和他的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