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2016.03.20

主題：『好牧人耶穌』(三) 
我是世界的光 

經文： 約翰福音 8:1-12 
講員： 張曉燕傳道 

引言：引言：家中的光

一. 耶穌是世界的光 --- 我要認罪悔

改（ 約翰福音 8: 1-11 ） 
1． 我們有的罪---要認罪 
2． 耶穌不定罪---要悔改 

二. 耶穌是世界的光 --- 我要定意跟

從（ 約翰福音 8: 12 ） 
1． 我們要決定---動起來 
2． 我們要行動---做出來 

結語：要在耶穌的 光中看清自己，認

罪悔改，定意跟從。

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週復活節主日(聯合崇拜) 

講題:『好牧人耶穌』(四)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經文: 約翰福音 11:25 

講員: 傅再恩牧師 



主日敬拜後活動 

3:30-4:00 pm 為病者禱告  !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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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年級      ! Gym 

4:00-5:00pm 迎新會      !  B25 
成人主日學  !各教室 

重要通知 

    教會是神的家，主耶穌基督的 
身體和聖靈的殿。 我們可以在教會
無條件的相愛接納; 以單純的心彼此
相交;在愛中彼此建立; 因此在教會
的活動範圍內或借用教會的關係網
絡，來銷售個人或公司的商業產品
及服務都是不合宜的。  
請主內兄姊及新來賓留意。 
 

本週活動	
	
主日   詩班練詩 5:00-7:00pm ! D43 
  
週二        舊約讀經計劃 (2015-2016 年) 
       詩篇 26-50 篇 
        "     7:30-9:00pm  ! D57  
  新約讀經計劃 (2015-2016 年) 

 約翰福音 1-3 章 
"      7:30-9:00pm  ! D56  

週三 詩班練詩 7:30-9:30pm ! D43 

     MMC 會議 7:30pm  !小禮堂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主題: 門徒的記號(二) 
     約翰福音 13:18-35  
     " 10-12:00pm   ! D52 
      ? 區師母       $ (416)272-3313 
          ? 陸靖姊妹 $ (416)737-9987  

 

週五 受難日崇拜 11:00am !副禮堂 

崇拜 主題 地點 
上午
11:00 
 

英語 
 

The First Good 
Friday 

正禮堂 

國語 成了 副禮堂 
兒童 
   
 

The Four 
Crosses 
幼兒初至高班 
1-6 年級 

 
 
C 區 
體育館 
 

晚上

7:30 
粵語 

 

從榮耀到榮耀

的路：受難週 

正禮堂 

      * 2 歲或以下，不設托兒服務 

週六 城北華基第 139 屆浸禮 
% 3 月 26 日 2:00pm !副禮堂
歡迎兄姊觀禮，同頌主恩。今
期共有 64 位兄姊受浸，芳名請
參閱附頁，並可到外廊索取受
浸見證冊。受浸兄姊請於 
12:30pm 在 2 樓資源中心外廊
集合。 
  

     浸禮見證分享茶會 4:00pm ! A1 

     以利沙/以斯拉團契 
"  6:00pm 愛宴   ! A1 
"  7:30pm 查經             ! A1 
? 金弘弟兄  $ 416-418-5878 

下週活動 

主日 詩班獻詩  12:45pm集合 !D43 

     小組長預查經 5:00-6:30pm  ! A1 

慶賀事工 

急徵「主日急救值班義工」 
     條件為: 凡是城北會員，持 
     有效的Red Cross或St. John 
     First Aid Certificate及CPR 
     Certificate，願意藉此事奉來 
     榮神益人的弟兄姊妹，填寫 

    主內關懷表格報名或  

    &    joanne.yang@rhccc.ca 

管家事工 

二月份個人奉獻記錄 
 已張貼在佈告板，請兄姊核對， 
 如有遺漏或錯誤，請盡快與王肇 
 宏弟兄(內線 232)聯絡。 
 

101 班(會員班) / 201 班(生命火花班)  
   歡迎已受浸的基督徒，在城北 
    華基參加聚會 6 個月或以上， 
        並願意以城北華基為屬靈的家 
         請寫主內關懷表或電郵報名。 
     %  4 月 3 日 開課 
         "   4:00 - 6:00 PM上課      !  A3/A4 
     ?     Joanne Yang    $ 249 
         &      joanne.yang@rhccc.ca 

栽培事工 

          聖經研討會(英語) 

      % 5 月 7 日(六)｜9am-3:30pm 
         主題:One Lord,One Love,One Loyalty 
         講員: Dr. Rev. Chris Wright 
     ' www.rhccc.ca (5 月 4 日止) 

佈道事工 

      感謝主，上週全教會有 3 位朋友
決志信主，求神保守跟進工作。 

兒童青少年事工 

受苦節崇拜 
    鼓勵7-12年級的青少年參加英語  
       堂11am受苦節崇拜  

青少年崇拜(PM) (復活節主日) 
   3 月 27 日(下主日)2:00pm 
    在大堂與成人國語堂聯合崇拜  

親子講座 
      % 4 月 1 日(五)｜7:45-9:15pm ! D43 
   為 12 年級的孩子將會進入大學或 
   學院作預備 
   ' Rita.cheung@rhccc.ca｜( 224 

受苦節兒童崇拜召募義工 
% 3 月 25 日(五)｜11am 
鼓勵兄姊參予服侍 11am兒童時段的
崇拜，如有興趣，請與Candice姊妹
聯絡 (Candice.cheung@rhccc.ca)，並
請選擇較喜歡服侍的年齡組別：學
前組(2-5 歲)或小學組(1-6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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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52.40 14,330.00 13,628.00 

年初至今需要* 1,130,469.58 117,255.77 190,384.62 

年初至今實收 966,747.85 313,903.74 201,4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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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8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161 
321 

327 
59 

英語 511 29 
國語 417 118 137 41 
青少年 181  128  
總數 3270 439 621 100 
百里 86  34 28 
奧城 97  58 24 
旺市 75  17 33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崇拜人數及奉獻資料： 
64成人,7兒童, 奉獻 $8,613.20 
上週祈禱會：人 
 

聯會消息 

森昇、盧佩虞宣教士(日本仙台) 

Nitta 太太的丈夫未信主，他們於這週

末慶祝金婚紀念。求主賜姊妹勇氣

在眾親友面前分享見證；並且讓她

早日得到家人的同意接受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