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記 

下週講題：新年立志-- 

要「委身」 

講員：何勇傳道 

經文：羅馬書 

12 章:1-2 節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2016.01.31 
國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主題：「求」愛主更深 
經文：馬可福音 8 章:31-38 節,10 章:45 節 
講員：羅祖澄牧師 

1. 人類歷史最核心的知訊

(馬可福音 8:31, 9:31, 10:33-34, 10:45)

 耶穌三次預告死訊

 死訊的內容

 被殺的原因(馬可福音 10:45)

2. 神愛人的計畫:耶穌必須受難

(馬可福音 8:32-33)

3. 誰是被贖者(約翰福音 1:12)

4. 跟隨耶穌的生命取態

(馬可福音 8:34-38)



主日敬拜後活動 

3:30-4:00 pm 為病者禱告  B22 

福音加油站 大堂外廊 

茶點招待   大堂外廊 

3:30-5:00 pm 孩童 1-3 年級  D44 

孩童 4-6 年級  Gym 

4:00-5:00pm 成人主日學 

本週活動 

今天  感謝主，今有羅祖澄牧師證道! 

願主記念他的擺上! 

週二 2015-2016 年舊約讀經計劃： 

以斯拉書 3-10 章。 

7:30-9:00pm  D57 (新地點) 

 2015-2016 年新約讀經計劃： 

馬太福音 10-12 章。 

7:30-9:00pm  D56 (新地點) 

週三 分區禱告會 

主題:「委身於主」 

“當將你的事交托（commit）耶

和華，並倚靠他，他必成全。” 

-------詩篇 37:5 

 張曉燕傳道 

(905)884-3399 ext. 366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主題:「天國子民的選擇」 

馬太福音 7:13-29 

10-12:00pm  D52 

 區師母   (416)272-3313 

 陸靖姊妹 (416)737-9987 

週六 以利亞團契：新春聚會 

5:30pm 愛宴   小禮堂 

      邢宏志弟兄 (647)293-0102 

     約書亞團契：新春慶祝晚會 

4:30pm 包餃子        體育館 

       6:00pm 愛宴/晚會  體育館 

      黃達平弟兄 (416)356-8889 

下週活動 

主日 聖餐主日：請兄姊預備心領受。 
 

     青少年人請到小禮堂聚會(下週) 

     14 日YLD主日在大堂聯合崇拜。 

管家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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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事工 

      感謝主，上週全教會有 5 位 

  朋友決志信主，求神保守栽培 

  跟進工作。 

浸禮班 

  請有感動於 3 月 26 日復活節 

  受洗的兄姊務必參加，並填寫 

  “主內關懷”表報名。 

   2 月 21 日｜4pm  B23-24 

 

兒童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2 月 5 日(五) 7:30-9:30pm 

    BASIC (7-8 班) Small Group   

     D44/在外(與組長或導師查詢) 

    AGAPE (9-12 班) Grade/Smal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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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 SK(2pm)家長會 

    為了促進教會與家庭的合作關 

    係, 我們誠意邀請你於 1 月 31 

    日、2 月 28 日及 3 月 6 日 

    2pm BGSG兒童崇拜後, 與主日 

    學導師會晤。家長可於C41 教 

    室外的報名表預約時間。 
 

關懷事工 

弟兄姊妹聯合聚會： 

    歡迎兄姊及新朋友參加 

     2 月 13 日 

    5:00pm 愛宴  D43 

    7:00pm 聚會 副禮堂 

    7:00pm 兒童看顧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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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31.98 15,641.70 15,249.00 

年初至今需要

* 

411,079.85 42,638.46 69,230.77 

年初至今實收 336,139.50 169,817.75 64,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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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410 
418 

259 
90 

英語 550 35 

國語 473 131 129 71 

青少年 213  159  

總數 3646 549 582 161 

百里 83  38 35 

奧城 90  58 21 

旺市 82  18 28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崇拜人數及奉獻資料： 

71成人,69兒童, 奉獻 $3,037.40 

------------------------------------------------------------------- 

聯會消息 (Jan 31)            

1. 華基聯會第 38 屆差傳年會中文籌委會於

本週四晚 7:30 在聯會辦事處召開會議。 

2. 華基聯會暑期海外差傳實習神學生：參

加者必須為華基教會會員、全時間神學

生、對佈道及差傳事工有負擔，並且在

堂會積極參與事奉，備加國工作允許證。

參加者將於暑假前往海外宣教不少於三

個月，由聯會差傳部主席統籌，並由宣

教工場的宣教士或差會督導，薪金及旅

費由聯會支付。查詢請與黃少明牧師聯

絡（905）479-2236。有意者請備實習計

劃，連同主任牧師或傳道推薦書，逕交

聯會辦事處，3 月 31 日截止。 

3. 仍是天父世界的禱告 

   原住民拉洛什社區槍擊：為死傷者及其家 

   人禱告，也為原住 民社區禱告。求神拯  

   救、醫治、安慰與恩待，讓人得著在耶穌 

   裡的新生。 

4. 會牧行蹤 

黃少明牧師今主日於西區堂證道。余彩

玉傳道於北約堂證道。 

http://tinyurl.com/2016todaysteens-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