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粵語講道重點
4月1日

譚文鈞牧師

復活節

4月8日

王健安博士

領袖傳承系列 (1)

4 月 15 日

嚴建平博士

領袖傳承系列 (2)

4 月 22 日

翁偉霖牧師

領袖傳承系列 (3)

4 月 29 日

譚文鈞牧師

領袖傳承系列 (4)

國粵語聖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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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建造

4 月 15 日(星期日)

講員：嚴建平博士( Dr. Dennis Ngien )

翻譯：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

祈禱：黎智勇長老( Elder Gordon Lai )

教會代表：彭孫偉弟兄( Roland)

28 週年堂慶國粵語聯合崇拜

2018 年 4 月 15 日

關顧：談嘉輝長老( David )、李義佳弟兄( Bobby )、曾劉錦蘭姊妹( Shirley )、韓曾鳯筠執事(Maria)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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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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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義佳伉儷 (Bobby－C & Betty－C’)、游兴弟兄(Simon)、杨耀涛弟兄(Sammy)
音樂：敬拜小組－許徐盛勝姊妹(Sisi) 及組員

齊唱頌讚： 詩班獻唱

影像：吳騰達伉儷 (Paul & Alice)

粵語下週聖工人員

歌頌讚美
十一奉獻
禱告代求

4 月 22 日(星期日)

講員：翁偉霖牧師( Rev. William Yung )

教會代表：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

祈禱：彭孫偉弟兄( Roland)
關顧：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李義佳弟兄( Bobby )、

齊聽聖言： 宣讀：以弗所書 4:1-6

曾劉錦蘭姊妹( Shirley )、韓曾鳯筠執事(Maria)
司事：江永成伉儷(Wing－A & Fun－A’)、姚根生弟兄(Kan－B)、劉養吾弟兄(Stanley－B’)、

宣講：三胞胎

曹志偉伉儷(Jacky－C & Candy－C’)

齊心回應：三一頌

音樂：敬拜小組－曾何倩儀姊妹(Linda) 及組員

粵語讚美禱告會

4 月 18 日(星期三)

頒發 10/20 年會友紀念品
祝福
迎新、報告
散會詩
殿樂

重點： 為英語堂的需要禱告
負責人：劉吳淑貞執事(Canny)

國語下週聖工人員

4 月 22 日(星期日)

讲员：陈凤冬姐妹(Alice)

教会代表：徐理张牧师(Rev. Xu)

祈祷：林勤弟兄(Harley)

崇拜值理：翁玉莲姐妹(Wendy)

诗歌：敬拜组#1

音响：黄程纲弟兄(Michael)

司事：柏会艳姐妹 张春兰姐妹

场地设置：吕有勤弟兄 陈伟弟兄

聚會記錄
粵語崇拜

238

主日學(粵)

27

讚美禱告會（粵）

英語崇拜

100

主日學(英)

34

讚美禱告會（英）

4

英語 Flow Worship*

----

主日學(國)

39

讚美禱告會（國）

10

國語崇拜

82

主日學(兒童)

40

讚美禱告會（兒童）

11

兒童崇拜

70

主日學（總）

140

讚美禱告會（總）

59

育嬰房

3

主日總人數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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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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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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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多謝嚴建平博士( Dr. Dennis Ngien )今天早上的信息分享。求神保守嚴博
士身心靈健壯，為神發光發熱。
＊譚文鈞牧師 ...............................................................................................................
感謝主!譚文鈞牧師(Rev. Francis Tam)在教會過去擔負主任牧師一職，蒙神呼召，
譚牧師將於五月一日起轉往華福加拿大聯區負責總幹事職務。有鑒於教會的需
要，譚牧師願意成為本會之義務顧問牧師，專責支援教牧同工，願神繼續祝福
譚牧師在北宣之事奉。
＊英語及英語青年牧者聘請委員會 ...........................................................................
長議會通過英語及英語青年牧者聘請委員會的成立：
 英語牧者聘請委員會：長議會代表－曾可麟長老(Sammy)、許良豪長老(Sam)；會友代
表－夏振聲弟兄(Jason)、陳信華弟兄(Brent)及湯陳佩佩姊妹(Diane)
 英語青年牧者聘請委員會：長議會代表－曾可麟長老(Sammy)、許良豪長老(Sam)；會
友代表－夏子健弟兄(Terry)、歐陽健倫弟兄(Aaron)及華慧師母(Hua Hui cmo)

＊長老諮詢會 .............................................................................. 5 月 6 日 12:30pm
長議會希望增加與會友於重要議題上的溝通(如財政預算、二期建堂、會友大會
預先投票、堂址訴訟等），將於 5 月 6 日 12:30pm 在體育館舉行，請弟兄姊妹
預留時間參加。
＊牧者行蹤 ........................................................................................................... 今天
譚文鈞牧師今天代表加拿大在巴西帶領明年泛美華福的籌備會議，探望當地教
會及講道。完畢後將轉往溫哥華加神教書，下主日在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講道，
請禱告記念。
＊朱偉東牧師 ...............................................................................................................
朱牧師現已經見過醫生有關切片化驗結果，確定是胃癌，4 月 17 日會再見醫生
決定標靶治療計劃，請繼續為朱牧師禱告。
1. 求主賜朱牧師、師母一家有平安。
2. 求主保守下週與醫生的會面，賜醫生智慧，安排最合適的治療計劃。
3. 求主保守朱牧師的身體，在治療期間，有好的休息，不再出現出血情況。
4. 求主保守，藥物能有效控制腫瘤。
在這段期間，朱牧師想多些休息，暫時不便被探望。若有查詢，請聯絡 Anny AuYeung.

＊教會堂慶午餐 ................................................................................................... 今天
今日 28 週年崇拜後將有豐富午膳供應。請已購票的弟兄姊妹憑票入座，新朋友
免費。
十、二十週年會友名單 ....................................................................................... 今天
教會在今日堂慶主日中將頒發十及二十週年會友紀念品。
十週年會友：韓國華(Harry)、韓曾鳳筠(Maria)、吳騰達(Paul)、吳陳佩群(Alice)、何子
鋒(Janzen)、周卓才(Ringo)、林偉業(Thomas)、梁詠珊(Vincci)、Adriel Clayton、
Douglas Clayton、Rita Clayton。

二十週年會友：譚文鈞牧師(Rev. Francis Tam)、譚司徒景山師母(Pamela C-Mo)、譚峻
斌(Jonathan)、陳胡詩敏(Belinda)、朱熙平(Jason)、譚詩韻(Stephanie)。

北宣馬拉松式祈禱(Prayer Marathon) ....................................................................
第(5 )週參與祈禱馬拉松的回應人次有 1248，請大家繼續用禱告為教會守望。
核對教會 2018 年通訊錄 ............................................................ 今天至 4 月 29 日
教會 2018 年通訊錄定於五月出版，歡迎恆常在本教會聚會的弟兄姊妹朋友提供
個人及家庭聯絡資料，弟兄姊妹可到大堂接待處核對及更改個人資料。
2018 暑期聖經日營同工 ............................................................................................
2018 暑期聖經日營招募同工，歡迎第 7 班或以上，喜歡兒童的弟兄姊妹參加，
請到大堂報名或聯絡曾林靜嫻主任 Christina (christina.tsang@ntcac.ca)。
教會浸禮/轉會申請 ................................................................................... 6 月 10 日
教會浸禮/轉會定於6月10日舉行。浸禮班已開始，主日早上9:30舉行，共六課，
老師：程葉芬弟兄(Gilbert)。有意受浸或轉會的弟兄姊妺，請盡快將填妥的表
格交與長議會。受浸/轉會申請表存放在走廊雜誌架上。
＊迦南團契－「我的安樂窩 - 住屋保養需知」講座 ............................. 4 月 21 日
迦南團契將於 4 月 21 日(星期六)7:00-9:30 pm 在體育館舉辦『我的安樂窩 住屋保養需知』講座, 當晚亦會講解政府推出的節省能源 GreenOn 補貼計劃。
講員:Thomas Lam, 資深建築工程師。 歡迎兄弟姊妹及新朋友參加。
＊挪亞團契－「神眼中的夫妻關係」講座 ............................................. 4 月 28 日
挪亞團契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參加我們 4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4:15 至 6:00 在教
會 G1 室的聚會。講員:黃明鈁牧師，士嘉堡華人浸信會家庭事工主任。對家庭
及婚姻關係有豐富的知識及經驗。歡迎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加。如有查詢，請
聯絡梁康明弟兄(Felix)。
＊国语堂但以理青年团契 和 约书亚团契小组聚会 ............................. 4 月 21 日
本周六上午 10:00, 但以理青年团契聚会，地点在 G5。晚上 6-9 时是约书亚团
契和平小组/喜乐小组查经聚会，地点在教会行政楼。欢迎弟兄姐妹朋友参加。
以色列短宣 ............................................................................................. 9 月 7-16 日
今年以色列短宣隊將於九月出發，日期為 9 月 7 日到 9 月 16 日。短宣將走訪
特拉維夫、耶路撒冷和海法三個城市，重點事工以服事當地華人學生和勞工為
主，包括崇拜、查經、培訓及音樂佈道。宣教部現正邀請有心志短宣服事、略
懂國粵語，和有教導或音樂等恩賜弟兄姊妹同來参與，成為别人的祝福，共見
證上帝的榮耀。詳情請聯絡宣教部同工或李士弘傳道(Pastor Benson)。

代禱事項








為北宣成立 28 週年感恩，感謝神愛我們每一個人，又感謝神過往的恩典帶領，供應
保守。在我們慶祝 28 週年之時，重新委身，愛主愛教會，愛牧者領袖，愛弟兄姊妹，
愛鄰舍及社區。
請為長老提名委員會及主任牧師聘請委員會禱告。求神保守帶領。又記念英語堂聘請
兩位英語及英語青年牧者。
請為長議會禱告，他們需要處理朱牧師休假及接替事宜，又為粵語事工禱告，在這個
時段，領袖執事們繼續努力，互相幫助，帶領事工。又請繼續禱告記念朱牧師及一家。
4 月是大專及大學生的考試時間，求神保守他們，有好的休息及溫習準備，應付考試。
請禱告記念身體軟弱及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
為沙省冰球隊車禍的死傷者及家人禱告，求神安慰各人，又求神醫治受傷的身體及心
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