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9/10日 

 

崇拜程序 週六下午5:00 

主日上午8:45及11:00 

歡迎 / 家事分享 / 祈禱 

宣召敬拜 

 

Acclamation of Assurance (主日獻詩) 

祢是至高尊貴主，讚美主奇妙救贖 
不朽的愛/在祢恩慈裡 
我們愛(世界不一樣) 

奉獻 唱詩：神常施恩惠 

讀經 

證道 

 

祈禱 

哥林多前書 1:1-9 

健康教會的呼召 -- 主內同心 

講員：黃志文牧師 

回應詩 

祝禱 / 祝福 

立志擺上 

三一頌 福音加油站 

幫助認識耶穌基督更多、 

重新立志、禱告代求 

城北匯點 

接待新來賓，領取 

「城北歡迎你」禮品包 

粵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2019.02.09/10 

主題：神恩典下的健康教會(一)：健康教會的呼召 -- 主內同心 
經文：哥林多前書 1:1-9 
講員：黃志文牧師 

 
1. 健康教會是蒙神呼召一同忠心跟隨神的教會 (哥林多前書 1:1-3) 

A healthy church is called by God to follow Jesus Christ faithfully together 

健康教會是一同被神呼召分別為聖，不是盲目跟從文化的教會 

健康教會是我們一同認定這是神的教會，不是我或你的教會。 

健康教會是不只看重自己教會的需要而是擁抱更大的視野與神的眾

教會配搭擴展神的國度。 

 

2. 健康教會是蒙神呼召一同與耶穌基督相交 (哥林多前書 1:4-17) 

A healthy church is called by God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one another 

由於領導者不同的個性和熱忱而導致的衝突  

Conflicts because of lead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Passions 
 

健康教會的專注不是神興起的領袖而是興起領袖的神 

蒙神呼召一同與耶穌基督相交 

Pursue Communion with the PERSON (Jesus) in Unity 
 

健康教會的專注不是傳遞信息的僕人而是十字架上受苦的僕人 

Pursue Common PURPOSE in Unity 

蒙神呼召一同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 

 

3. 健康教會是蒙神呼召一同活出十字架的道理 (哥林多前書 1:18-30) 

A healthy church is called to live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 

健康教會是一同彰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 
 

因為愛和寬恕，十架上的耶穌看似軟弱但是剛強 

因為愛和寬恕，十架上的耶穌看似愚拙但是智慧 

 

反思： 

• 求神感動你去作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來顯出神的能力和智慧 

• 神感動你去鼓勵和堅固那一位兄姊活出神的蒙召生命？ 

 



 

 

本週活動 

主日 東歐羅姆和平福音短宣諮詢會 

 1pm ｜  D52 

介紹 7-8 月份前往塞爾維亞

(Serbia)和馬其頓(Macedonia)的短宣

資料。事工包括青年營、領袖培

訓、外展、婦女和衞生等。備有

簡單午膳。 

週一 齊齊靈修《哥林多前書》 

 2 月 11 日至 4 月底 

粵語部將以《哥林多前書》為講

道書卷，總題為「神恩典下的健

康教會」。為配合講道系列，教

會印製靈修手冊，鼓勵兄姊逢週

一至五使用手冊，分兩個循環，

每個循環為六週，齊讀書卷兩

遍、齊在神的話語進深、齊讓神

陶造生命。  www.rhccc.ca (下載) 

佈道事工 

上週植堂部有 3 位朋友決志信主，求

神保守栽培和跟進工作。 

信徒輔導事工 

以聖經為基礎，配合適切的輔導技巧，

真誠保密的關顧及禱告，幫助城北兄姊

面對人生的轉變、情緒問題、人際關係

困擾、靈命低谷及學業事業危機等的挑

戰。 

 楊方苑菁傳道 

 virginia.yong@rhccc.ca ︳  316 

下週講道 
講題：神恩典下的健康教會(二)：健康

教會的呼召 -- 主內成長 
講員：傅再恩牧師 

福音大使訓練 
(個人佈道、陪談、初信栽培) 

兄姊可參閱附頁課程簡介 

 3 月 17 日至 4 月 21 日(逢主日) 

 10:45am-12:15pm 

 9711 小學 

 楊方苑菁傳道 

 virginia.yong@rhccc.ca ︳  316 

第 151 屆浸禮 – 浸禮班報名 

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和已參加「從懷

疑到信仰」或同等課程，可報名參加

浸禮班，請選擇以下其中一班︰  

 粵 英 

 3月10日 

3月17日 

3月10日 

 

 2:30pm 1:30pm 

 C35 / D43  B28/29 

 /  Corolla 235 Marika 364 

栽培事工 

春季成人主日學 

將於 3 月 2 日開始，請兄姊參閱附頁課

程簡介，儘早到教會網址報名。 

關懷事工 

新來賓及初信者重聚日報名 

 2 月 24 日(日)｜ 1-2:30pm ︳ 體育館 

歡迎於 12-2 月決志信主的兄姊及新來賓

參加 
 http://rhccc.ca/c-welcomelunch 

 Iris ｜  361 ︳  iris.hung@rhccc.ca 

管家事工 

事工健康評估 

為配合教會主題《活出使命人生，成為

健康教會》，粵語事工委員會希望為會

眾的屬靈光景和 5C事工(管家、敬拜、

栽培、關懷及傳道事工)進行健康評

估。問卷所收集的資料，將有助教會計

劃未來事工的發展策略。鼓勵兄姊積極

參與，坦誠提供意見，問卷只需約 15

分鐘便可完成。兄姊身份，絕對保密。

讓我們在主裡同心同行！請兄姊踴躍到

網上填寫。 

 www.rhccc.ca/church-health-survey 

2019 年「信心認獻」 

本年目標：經常費$6,056,540，建堂費

$1,128,720，合共 $7,185,260。 

請兄姊祈禱後憑信心填寫附頁的認獻承

諾咭，於 2 月 10 日(日)前交回財務部或

放入奉獻袋中。 

至 2 月 3 日止，共收到： 

 承諾

份數 經常費 建堂費 

教牧同

工/執事 
42 276,952 83,070 

會眾 179 678,285 213,250 

合計 221 955,237 296,320 

人事 

歡迎：吳靖恩(Farrah Ng)於 2 月 10 日

開始出任奧城堂實習傳道，願神祝福

她的事奉。 

聘請  

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詳情請參閱

www.rhccc.ca： 

1. 英語部關懷事工傳道  

2. 國語部傳道  

3. 兒童青少年部事工統籌  

4. 粵語部事工助理(部份時間) 

截止：2 月 26 日 

履歷  phebe.chan@rhccc.ca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 

 2 月 15 日(五) |  7:30-9:30pm 

BASIC (7-8 班) Small Group｜  The Hub 

AGAPE (9-12 班)  Small Group ︳  Gym 

YLD浸禮班 

 3 月 2 日(六) ︳  1:30-3:30pm ︳ A7 

 /  sendy.cheung@rhccc.ca 

上週人數及奉獻摘要 

 經常 建堂 宣教 

平均每週需要* 116,471.92 21,706.15  

上週實收 107,004.45 20,133.00 20,293.35 

年初至今需要* 582,359.62 108,530.77  

年初至今實收 469,888.84 67,445.87 83,537.41 

*基於預算$6,056,540(經常), $1,128,720(建堂)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8,859.75 

奉獻中$1000 是紀念周麗萍；$500 是紀念黃司徒月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279 
369 

155 
68 

英語 500 34 

DT Markham 83 7   

國語 456 89 178 36 

青少年 88*  51  

總數 3406 465 418 104 

百里巿堂 70  - 22 

奧城堂 161  - 29 

旺市堂 112  31 32 

* 2PM青少年與成人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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