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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好牧人耶穌』(三):

我是世界的光 

經文: 約翰福音 8:12 

講員: 張曉燕傳道 

國語堂崇拜講道大綱 2016.05.15 

講題：在聖靈中開放的生命 

經文：約翰福音 16 : 5-15 

講員：何勇傳道 

前言：教會今年的重點 

一. 生命的成長與開放

什麼是開放的生命？ 

我們為什麼要開放生命？  

 我們為什麼難以開放生命？ 

二. 聖靈的同在是開放前提（5-7 ）

讓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和自我接納 

三.聖靈幫助我們將軟弱開放 （8）

1) 聖靈幫我們看到生命的問題

2) 坦然接納別人的愛心誠實話

四.聖靈幫助我們向真理開放（9-15 ）

1) 可以幫助我們「進入」真理

將理性的明白活化在我們的生活裡

2) 可以帶領我們為主作見證

從內在的感知到外在的流露

五. 聖靈需要我們向祂開放

1) 常在主裡

2) 瞭解聖靈

3) 去除干擾

4) 交出主權

結語：盧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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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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7 
           4-6 年級   D44 

4:00-5:00pm 迎新會        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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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 1-12 章 
            7:30-9:00pm    D49  

     新約讀經計劃 (2015-2016 年) 

                             路加福音 4-6 章 

        7:30-9:00pm     D46 

週三 教會禱告會 

主題:『耶和華啊，求祢在這些
年間復興祢的作為 ! 』  

 哈巴谷書 3:1-2,17-19 

 6:30pm 愛宴   A1        
 7:30pm 聚會   A1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休息週 

週六 以賽亞團契 
     將舉辦「長者健康飲食」講座 
     講員：註冊護士 Helen Poon 
                  1:30pm  A1 
        趙真生姊妹 289-553-

4328 
 
         以西結小組長團契 
         6:00pm 愛宴 體育館 
          7:30pm 聚會：關懷的思考 
      趙亮弟兄 416-737-5598 
  

   弟兄網絡--不一樣的聚會 
  「帶領的男人」(一)： 
     權柄、責任和擔當  
      講員：傅再恩牧師  D47 
       8am-10:30am (7:30am 早餐$2) 
      范煒弟兄  416-768-41633 

下週活動 

主日 詩班練詩 5:00pm-7:00pm D43 

關懷事工 

  5 月 28 日(六) 姊妹一日營 

  第二屆姊妹一日營茲定于 5 月 28 日 

  9am-4pm 在韓國禱告山舉辦。 

  外廊接受報名，請姊妹們預留時間參 

  加。 
 

  6 月 12 日(日)「重訂婚約主日」 

  基督徒夫婦願意在神面前重新與主立 

  約，一生一世用主的愛彼此相愛，可 

  以報名參加 6 月 12 日的重訂婚約活 

  動，主日外廊接受報名。 

佈道事工 

感謝主，上週全教會共有 12 位朋友決
志信主，求神保守栽培跟進工作。 

 

城北華基第140屆浸禮班 
 請有感動於7月9日浸禮的兄姊，務
必參加5月29日的浸禮班，報名請填
寫“主內關懷”表或電郵。 

     Grace Chen         353 
     grace.chen@rhccc.ca 
上課:5 月 29 日｜4pm  B23-24 

 

管家事工 

四月份個人奉獻記錄 
已張貼在佈告板，請兄姊核對，如有遺
漏或錯誤，請聯絡王肇宏弟兄｜ 232。 

人事 

離職 
張陳瑞珍姊妹(Rita Cheung)已請辭青少
年兒童部學生事工統籌一職；黃海燕
姊妹(Susanna Hai)亦將於本月底離開影
音支援職務，感謝兩位姊妹過往的事
奉。 

聘請 

a. 兒童青少年部(YLD)事工助理(全時間) 

b. 粵語部青年事工教牧(全時間) 

c. 影音支援同工(部份時間) 

 www.rhccc.ca 

 phebe.chan@rhccc.ca (5 月 31 日前) 

 

會員大會結果 

上主日的週年會員大會共有 1,491 位會

員(69.58%)參加投票。 

a.  97.53%通過接納及推選執事候選人為 

   2017-2018 年度執事。 

b. 99.26%通過接納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年終教會財務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c. 99.46%通過委任 Timothy Cheng, MBA, 

CPA, CA, CFP of Cheng & Chui, LLP,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為城

北華人基督教會 2016 年度核數師。 

 

栽培部 

2016 領袖高峰會 (英語) 
 8 月 11-12 日｜9:30am-5:30pm 

城北堂或華基聯會堂會員： 

$99 (晨鳥價，6 月 14 日前，名額有限) 
全時間學生：$39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www.rhccc.ca/gls2016 ｜  256 

兒童青少年事工 

兒童詩班週年音樂會 

 5月 27日(五)  7: 30pm- 9pm 大禮堂 

免費入場，參加者可攜帶一份乾糧或罐

頭食品，支持兒童詩班為食物銀行募捐 

 
青少年團契：5 月 20 日(五) 7:30-9:30pm 

BASIC (7&8 班) 退修會(在外)，沒有活動 

AGAPE (9-12 班) Grade/Small Group 

Grade 9&12  在外(詳情與導師聯絡) 

Grade 10&11  Hub + D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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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99.44 18,554.69 21,793.50 

年初至今需要* 1,952,629.27 202,532.69 328,846.15 

年初至今實收 1,754,740.23 448,769.08 354,4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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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9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432 
415 

200 
71 

英語 723* 8 

國語 439 131 139 42 

青少年 31  8  

總數 3625 546 423 113 

百里 90  25 34 

奧城 89  73 31 

旺市 73  28 41 

上週New City Church Toronto崇拜人數及奉獻資料： 

57成人,9兒童, 奉獻 $1,001.30 

* 11pm 青少年與英語堂成人聯合崇拜 

 

 

mailto:grace.chen@rhcc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