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重點
2月4日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譚文鈞牧師

領袖傳承系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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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1 日

黃萬臻牧師

領袖傳承系列 (6)

2 月 18 日

朱偉東牧師

門徒生活系列 (1)

2 月 25 日

屈思宏博士

門徒生活系列 (2)

聖工人員

2 月 18 日(星期日)

講員：朱偉東牧師( Rev. Jonathan Chu )

教會代表：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

祈禱：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

起來建造
粵語崇拜

2018 年 2 月 18 日

歡迎

關顧： 談嘉輝長老( David)、曾國雄伉儷(Peter & Shirley) 、陳德慧姊妹(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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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騰達伉儷( Paul－A & Alice－A')、
陳鳳群姊妹( Ester－B) 、葉鄧潔墀姊妹 (Kitty－B’)、
李義佳伉儷( Bobby－C & Betty－C’)
音樂： 敬拜小組－ 劉德文弟兄(Tak Man)及組員

齊唱頌讚： 歌頌讚美

影像： 黎兆龍弟兄(Michael)

下週聖工人員

十一奉獻
禱告代求

2 月 25 日(星期日)

講員：屈思宏博士 (Dr. Simon Wat) )

教會代表：李士弘傳道( Pastor Benson Li)

齊聽聖言： 宣讀：民 3:39-48

祈禱：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
關顧： 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曾國雄伉儷(Peter & Shirley) 、陳德慧姊妹(Mandy)

宣講：人口統計的屬靈功課

司事： 江永成伉儷 (Wing－A & Fun－A’)、

齊心回應：三一頌

姚根生弟兄 (Kan－B)、劉養吾弟兄 (Stanley－B’)、
曹志偉伉儷 (Jacky－C & Candy－C’)
音樂： 敬拜小組－ 曾何倩儀姊妹( Linda )及組員

讚美禱告會

2 月 21 日(星期三)

重點：門訓部
負責人：朱偉東牧師(Rev. Jonathan Chu )

祝福
迎新、報告
散會詩
殿樂

聚會記錄
粵語崇拜

231

主日學(粵)

59

讚美禱告會（粵）

26

英語崇拜

92

主日學(英)

48

讚美禱告會（英）

5

英語 Flow Worship*

----

主日學(國)

43

讚美禱告會（國）

8

國語崇拜

77

主日學(兒童)

25

讚美禱告會（兒童）

11

兒童崇拜

59

育嬰房

5

主日總人數

464

主日學（總）

175

讚美禱告會（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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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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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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假期 ................................................................................................. 2 月 19 日
教會辦公室將於 2 月 19 日休假，請留意。
＊美食嘉年華(Big Cafe Lunch) .............................................................. 2 月 25 日
感謝神!!在二月廿五日(年初十)舉行的美食嘉年華(Big Cafe Lunch)200 張的餐
券已全部售罄。多謝弟兄姊妹的支持。謹祝各位有一個愉快的午餐。並祝新年
進步! 主恩常在! 身體健康!!
＊2017 年退稅收條. ...................................................................................................
財政部於 2 月 18 日向有提供電郵地址的弟兄姊妹發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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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慶國粵語堂聯合詩班 ...............................................................................................
將於 4 月 15 日分別於國語堂及粵語堂崇拜中獻唱，帶領會眾一同為北宣廿八週
年向神獻上感恩與讚美。練習日期時間及地點如下：２月 25 日、３月 4、18 日
及４月 1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於 G1 舉行。若有興趣參與聯合詩班者，請預留時
間參與練詩，查詢：朱偉東牧師（Rev. Jonathan Chu）。
*北宣福音隊 .................................................................................................................
為了配合北宣未來一年的福音外展事工推動，現正招募弟兄姊妹成立「北宣福
音隊」。每月最後一個主日的下午進行福音外展工作。請向彭孫偉(Roland)弟
兄報名。
*2018 年春季 3 月至 5 月主日學課程 ............................... 3 月 4 日至 5 月 27 日
(一) 我們的鄰舍：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比較，導師-屈思宏博士
(二) 禱告全方位：導師-朱偉東牧師、何李浣菁傳道、李士弘傳道、彭孫偉弟兄
(三) 長者影音班：導師-李春榮弟兄
(四) 茁苗班：導師-劉吳淑貞執事
(五) 信仰探討班：導師-程葉芬長老、彭劉慧鈴姊妹、唐逸民弟兄、程謝翠芳姊妹、韓
曾鳳筠執事

*北宣馬拉松式祈禱(Prayer Marathon) ..................................................................
為北宣家守望及擴展神在這裡的福音工作禱告。盼望在 2018 年初北宣家人人
能參與馬拉松式祈禱。祈禱不能缺了你，我，她。
這個馬拉松式祈禱是由牧者帶頭， 不論是任何語言群體，所有人都有同等機會
參與。3 堂的祈禱部門會主力推動，建堂籌款小組協助策劃及行動支援。盼望
各團契領袖能帶領團友們投入參與。詳情請向黎智勇長老(Gordon)查詢。
*「生命之道」查經《詩篇 II》 ........................................... 4 月 13 日至 6 月 1 日
由中國神學研究院主辦的「生命之道」查經《詩篇 II》將於 4 月 13 日至 6 月 1
日逢星期五，上午 9:30-11:30(共 8 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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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或網上報名(3 月 18 日
截止)，請瀏覽 https://www.cgst.edu; 或向歐陽李淑美姊妹(Anny) 查詢。
2018 暑期聖經日營 ................................................................. 7 月 30 日-8 月 3 日
今年教會暑期聖經日營將於7月30日-8月3日舉行，請弟兄姊妹預備為孩子報名，
又或預留時間參與聖經日營，成為同工，一同事奉。詳情稍後公報。查詢請與
曾林靜嫻主任(Christina)聯絡(christina.tsang@ntcac.ca)。
探訪小組 .......................................................................................................................
"凝聚肢體心，延伸主的愛"，探訪小組的成立旨在鼓勵信徒彼此關懷，藉著探
訪讓基督的愛彰顯在北宣家。如弟兄姊妹察覺肢體需要關懷，請與歐陽李淑美
(Anny)執事聯絡。

代禱事項





恭賀新年! 請為農曆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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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語事工委員會禱告，委員會包括徐理張牧師 Rev. Richard Xu ，陈凤冬
姐妹 Alice Chen，崇拜部门翁玉莲姐妹 Wendy，门训部门 董子明弟兄
Michael，关怀部门陈柏弟兄 Paul，团契部门赵晶姐妹 Ellen，福音部门林勤
弟兄 Harley。求神保守他們靈命健康，賜他們智慧，愛教會愛弟兄姊妹，帶
動弟兄姊妹勤讀聖經親近主，積極傳揚福音，又求神保護他們的家人。特別
記念他們今晚的新春團年晚會。
為 3 月 12-19 日 Aruba 阿魯巴短宣的準備禱詞。隊員包括朱偉東牧師 Rev.
Jonathan Chu 和女兒 Claire、陳德慧姊妹 Mandy、方潤卿姊妹 Rosanna 及
莫劉琴鳳姊妹 Florence。

福音宣教
請為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華人宣道會祈禱。
 在 2004 年後，教會靠信徒領袖一步步發展，至今仍在等待一位全時間事奉
的牧者。求神興起更多短宣隊建立及扶助特拉維夫華人宣道會。
 之前在特拉維夫華人宣道會事奉的張福成牧師將會出版一本關於在以色列
的中國人的書，求神使用這本書，激勵更多信徒，及興起新一批的宣教士。
 張牧師二月份跌倒，導致三條肋骨和一隻手指骨受傷，求神醫治。
 近年有新一批的華人到以色列做工，舊的一批華工同時又回國，求主幫助
當地教會適應這個改變。

教會以外事工
*CAWF ................................................................................................. 7 月 11-15 日
第六屆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大會，將於 2018 年 7 月 11 至 15 日，在曼谷大使
酒店 The Ambassador Hotel Bangkok 舉行，主題為「傳承，成全」。另青年
宣教約會 2018 亦同時於同一地點舉行，主題是「不變的基督@萬變的世代」。
請留意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大會報名截至日期為 5 月 31 日，而青年宣教約會報
名截止日期則為 3 月 31 日。查詢有關報名詳情，請瀏覽 www.chineseAWF.org
或 www.USCCA.org，或與 Pastor Benson 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