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記 

下週講題：「求」愛主更深 

講員：羅祖澄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10章:25-28節 

 哥林多前書16章:22節 

目的：我們耶穌的門徒，需要
突破一個重要的屬靈關口，就

是從「信主」要進深到愛主才
可以靈命成熟。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2016.01.24 
國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主題：「求」脫苦海 
經文：雅各書 5 章:13-18 節 
講員：劉家斌牧師 

5: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

的呢，他就該歌頌。 

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

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5: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

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 

5: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

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5: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

產。… 

(雅各書 5 章:13-18 節) 

引言：當我們在《苦海》中 

I. 為自己禱告（雅 5：13）

II. 為軟弱的人禱告（雅 5：14-15）

III. 在誠實中互相代禱（雅 5：16）

結語：雅各的教導，大衛的見證（詩 138：8）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

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 -詩篇 138：8 



主日敬拜後活動 

3:30-4:00 pm：為病者禱告 

 B22 

3:30-4:00 pm：福音加油站 

 大堂外廊 

3:30-4:00 pm：一元茶點招待 

大堂外廊 

3:30-5:00 pm：孩童 1-3 年級  D47 

孩童 4-6 年級  D44 

4:00-5:00pm : 成人主日學 

本週活動 

今天 小組長預查經 

5:00pm A1 

週二 國語 2015-2016 年舊約讀經計

劃：溫習經文，尼希米記 7-13

章，以斯帖書 1-2 章。 

7:30-9:00pm A6 

國語 2015-2016 年新約讀經計

劃：溫習經文，馬太福音 7-9

章。 

7:30-9:00pm D57(新地點) 

週三 MMC擴大會議 

7:30pm 小禮堂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主題:「天國子

民的生活(十一)論待人與論

斷」，馬太福音 7:1-12 

歡迎新朋友參加。 

10-12:00pm D52

區師母 (416)272-3313

陸靖姊妹 (416)737-9987

管家事工 

2015 誠聘：主任牧師助理(每週三天)，

申請者須有良好組織能力、人際交

往技巧及中英文書寫能力。有意者，

請於 2 月 5 日(五)前，將履歷致 

Phebe Chan。 

 phebe.chan@rhccc.ca 

 www.rhccc.ca 

和平福音事工 

中國(西安市)孤兒院夏令營和平福音

諮詢會： 

將於 7 月 16-25 日到當地帶領兒童夏

令營。 

2 月 7 日｜1:00-2:30pm 

 D52 

 /  virginia.yong@rhccc.ca 

肯亞Mully短宣諮詢會： 

由其他基督教機構主辦，將介紹 6

月 30 日至 7 月 14 日前往肯亞Mully孤

兒院，服侍當地 2200 多個孤兒及附

近的村落，事工包括牙科、眼科、

普通科醫療，無需醫學經驗，只要

願意付出你的愛心和時間，歡迎父

母帶同 10 歲以上的子女參予。 

1 月 31 日｜1:30-4:00pm 

 A3 

Mei Tan 

mang2012@outlook.com 

2 月份和平福音短宣隊： 

請為他們在當地的適應、身體健康

及事工代禱。印度：陳德志、梁黎

雪聰、崔皓明牧師、郭施彼牧師、

陶玉雪、佘兆豪、梁灼輝、佘王紹

儀、溫恩然、湯倚華。 

兒童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1 月 29 日(五)  

(每月逢第五個週五沒有團契活動) 

Student Leadership Meeting: 
BASIC (7-8 班)  D44 

AGAPE (9-12 班)  HUB 

Today's Teens Conference 2016： 

鼓勵 7-12 年級學生參加。教會團體

報名截止日期：1 月 31 日。 

 2 月 20 日｜8am-6pm   Oakville 

 http://tinyurl.com/2016todaysteens-

student 

佈道事工 

感謝主，上週全教會有 25 位朋友決

志信主，求神保守栽培跟進工作。 

「猴歲迎春」年宵晚會(粵語)，歡迎

兄姊帶同新朋友參加，在神家齊賀

新歲。 

 2 月 5 日(五)｜7:30pm 

栽培事工 

成人主日學「基督徒新生命班」：

從本主日起改為B23-24 上課。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普及神學證書(二

月份課程): 撒母耳記上(粵語)逢週二

晚 7 至 10; 講師:高呂綠茵博士; 地

點: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http://www.tyndale.ca/events/ccst-toronto-

extended-education-1-samuel 

上週週六、主日奉獻及人數摘要 

經常 建堂 宣教 

平均每週需要* 102,769.96 10,659.62 17,307.69 

上週實收 71,896.90 14,731.05 14,330.00 

年初至今需要* 308,309.88 31,978.85 51,923.08 

年初至今實收 261,323.52 54,176.05 49,622.00 

*基於預算$5,344,038(經常), $554,300(建堂), 

$900,000(宣教)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2,536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301 
428 

258 
89 

英語 522 36 

國語 434 143 138 52 

青少年 227 159 

總數 3484 571 591 141 

百里 70 14 28 

奧城 52 57 21 

旺市 78 42 35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崇拜人數： 

69成人, 9兒童, 奉獻 $1,388.55 

聯會消息 

華基聯會嘉許晚會： 

多謝主內肢體的特別奉獻支持今晚

的聚會。 

會牧黃少明牧師： 

今主日於奧城堂粵語崇拜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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