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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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來面見聖潔永生神/當讚美聖父 
能不能/阿爸天父 
高聲宣揚 

奉獻 唱詩：神常施恩惠 

讀經 

證道 

 

祈禱 

哥林多前書 3:5-9 

健康教會的呼召 -- 主內成長 

講員：傅再恩牧師 

回應詩 

祝禱 / 祝福 

唯獨有祢/堅固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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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16/17 

主題：神恩典下的健康教會(二)：健康教會的呼召 -- 主內成長 
經文：哥林多前書 3 章 
講員：傅再恩牧師 
 
 

I. 成長的根基 

錯誤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 3:4-5, 10) 

唯一的根基 (哥林多前書 3:11, 23) 

 

II. 成長的團工 

分工合作的必要 (哥林多前書 3:5-9) 

獨立追求的必要 (哥林多前書 3:10-15) 

 

III. 成長的關鍵 

依賴恩主的必要 (哥林多前書 3:6-7) 

真知灼見的必要 (哥林多前書 3:21-22) 

 



 

 

本週活動 

主日 路得姊妹支持小組 

2pm  ︳  202 

陸馬潔慈牧師分享「迎春接福慶賀

元宵」，歡迎已信主及慕道之單親

媽媽參加。 

午餐 1pm (需預先報名) 

書攤 小禮堂外 

鼓勵兄姊購買及閱讀屬靈書籍 

週一 安省家庭日公眾假期 

教會休息一天，所有活動暫停 

週三 祈禱會  

 8pm ｜ 副禮堂 

請兄姊踴躍參加 

週五 家長祈禱會 

 2 月 22 日 ︳  7:45-9pm 

 C35 

歡迎有子女就讀中學的家長出席，

為子女的屬靈成長、品格模造及高

中畢業後的前途而祈禱。 

 Florence (beebytam@hotmail.com) 

佈道事工 

上週全教會有 2 位朋友決志信主，求神

保守栽培和跟進工作。 

福音大使訓練 
(個人佈道、陪談、初信栽培) 

 3 月 17 日至 4 月 21 日(逢主日) 

 10:45am-12:15pm  ︳  9711 小學 

 virginia.yong@rhccc.ca ︳  316 

下週講道 

講題：神恩典下的健康教會(三)：健康教會

的呼召 -- 忠心不二 

講員：黃馮玉賢牧師 / 陳宗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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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兄姊儘早到教會網

址報名。 

「職場同路人」早餐會 

 3 月 9 日(六) ︳  9:30am-12:00pm︳  202 

主題：「建造職場門徒(二)：哪裡是我的

職場？」 

你的專業是甚麼？你的職場在哪裡？你該

怎樣服事主？讓我們更深入認識自己的崗

位，更有效的發揮。 

 www.rhccc.ca 

「生命之道」- 「傳道書」報名 

 3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逢週四) 

 7:45-9:30pm (4 月 18 日及 5 月 2 日停課) 

 2 月 28 日(截止) ︳  www.cgs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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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hung@rhccc.ca ｜  361 

 http://rhccc.ca/c-welcomelunch 

安息 

黎超國弟兄(黎陸妙倫姊妹的丈夫)於 2

月 11 日安息主懷，求神安慰家人。 

管家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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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下主日)前交回財務

部或放入奉獻袋中。 

至 2 月 10 日止，共收到： 

 承諾

份數 經常費 建堂費 

教牧同

工/執事 
47 278,152 83,070 

會眾 223 864,640 261,365 

合計 270 1,142,792 344,435 

一月份個人奉獻記錄 

已放在教會詢問處旁，請兄姊核對，如

有遺漏或錯誤，請聯絡王肇宏弟兄 232 

教牧消息 

陳琛儀牧師今主日於旺巿城基堂證道；

黃志文牧師於DT Markham證道，請為教

會及服侍代禱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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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福音事工 

為未得之民(UUPG)禱告 

誰是未得之民(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宣教學家的定義是若任何群體中

的福音派基督徒少於 2%，他們就是未得

之民。教會鼓勵兄姊在二月份為印尼的

Madura 群體祈禱。

https://joshuaproject.net/people_groups/16762/IN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 

 2 月 22 日(五) |  7:30-9:30pm 

BASIC (7-8 班) Outreach｜  Zone B 

AGAPE (9-12 班)  Bible Study ︳  Gym 

2019 兒童暑期日營及宿營  
日營：  7 月 15-26 日(一至五) 

幼稚園高班至 3 年級  

宿營：  8 月 12-15 日(一至四) 

4-6 年級  

請預留時間及留意 3 月份網上報名 

 karen.tam@rh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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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19.13 10,845.50 14,504.00 

年初至今需要* 698,831.54 130,236.92  

年初至今實收 557,106.97 78,876.37 98,9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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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 

奉獻中$1000 是紀念伍仲明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132 
394 

172 
75 

英語 535 30 

DT Markham 53 7   

國語 432 104 128 34 

青少年 176  103  

總數 3328 505 433 109 

百里巿堂 47  20 17 

奧城堂 159  61 16 

旺市堂 87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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