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語部主日崇拜                                     2018.3.18                

主題：40 日禱告生活(6)-『尋求醫治與復原的禱告!』 
經文：歷代志下 7:14-15 
講員：  傳道 
****************************************************************  

 

  

 

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

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15   現在我的眼睛必張開，我的耳朵必垂聽在這地所發的禱告。 

                                   ~ 歷代志下 7:14-15 (新譯本) 

1. 承認我不能掌握!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 

 

2. 向上帝求救!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 

 

3. 不單尋求祂的手，更要尋求祂的面!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4. 將我的目光從世界轉到祂的話!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 

 

5. 上帝的應許: 垂聽、赦免、醫治 
 

 

 

 

 

 

 

 

下主日- 

主題：40 日禱告生活(7) 
講員：邵力群 傳道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部主日崇拜 

2018年3月18日 

1:30 PM 主日禱告會 

2:00 PM 主日崇拜 

敬拜讚美 

我在這裡敬拜 

古舊十架 

我真稀奇 

寶貴十架 

代禱 

敬聽主言 

      主題：40 日禱告生活(6)- 
          『尋求醫治與復原的禱告!』 

      經文：歷代志下 7:14-15 
       傳道 

奉獻/回應詩 

主活著 

家事報告 / 三一頌 / 祝褔  

 

 

 

 

 

國語部主任 

傅再恩牧師 

城北華基主任牧師 

陳琛儀牧師 

城北華基副主任牧師 

岑甘葳玲牧師 

 

其他各堂崇拜時間 

粵語 

六 5:00PM-6:30PM 

日 8:45AM-10:15AM 

日 11:00AM-12:30PM 

英語成人 

日 9:00AM-10:30AM 

日 11:00AM-12:30PM 

英語青少年 

日 11:00AM-12:15PM 

日 2:00PM-3:15PM 

英語兒童 

日 8:45AM-10:15AM 

日 11:00AM-12:30PM 

日 2:00PM-3:30PM 

 

地址:  9670 Bayview Ave 

ON L4C 9X9  

電話:  905-884-3399 

傳真:  905-884-9465 

網站:  www.rhccc.ca 

電郵: m.connect@rhccc.ca 



主日崇拜後活動 

3:30-4:00 pm   福音加油站   大堂外廊 
   茶點招待     大堂外廊 

3:45-4:45pm 迎新會                  B27                   
3:30-5:00pm     孩童 1-6 年級           各教室 
4:00-5:00pm       成人主日學       各教室 

牧者的話-40 日(六) 

親愛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平安！ 

在過去的三週裡，我們一起經歷禱

告 40 日生活的前 21 天。  

在這 21 天裡，天父阿爸已經將祂

的愛傾倒在我們當中，已經成就很多奇

妙的事在我們當中，讓我們真實地感受

神就是愛，神掌管萬有，神能使萬事都

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又按祂旨意蒙

召的人）得益處。我們感謝讚美神！我

們要填寫卡片見證祢的榮耀！ 

然而，當我們學習禱告模式、尋求

禱告突破的時候，我們的心，我們的

人，在操練晝夜不住禱告的同時，我們

期待的是神是否又滿足了我的祈求和願

望？ 還是我們真渴慕神的國降臨在我們

當中？神的旨意行在你我身上如同行在

天上？我的全人和全心是否貼近天父的

心？還是我拼命禱告，讓天父來貼近我

的心，滿足我的追求和願望？ 

天父啊，求祢在我們每一位靈修禱

告的時候，用祢的真光來光照我們，照

出且找出一切不健康和正在腐爛發臭的

東西，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清除它們，

醫治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建造和養育我

們成為一個健康的，討祢喜悅的好兒

女，曉得我們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必須與

祢的大使命緊緊連結。 我這樣禱告是奉

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張曉燕 傳道 

本週活動 

主日 聯合國世界水資源日 
      3 月 22 日 (四) 

為使兄姊明白水的重要性和對第三

世畀國家的影響，今主日和下主日

在和平福音事工桌(小禮堂側)陳列

有關資料及我們如何參與。 

  

週二    舊約讀經 7:30-9:30pm  D57   

      讀經進度:  詩篇 26-50 篇 

     新約讀經 7:30-9:30pm  D56 

     讀經進度: 約翰福音 1-3 章 
 

週三 教會接班新方向答問禱告會 
        7:30 答問會    副禮堂 
        8:00 禱告會    副禮堂 

       請兄姊踴躍參加!  
 

週四 生命樹查經班 
     題目: 『在以弗所!』 
       經文:使徒行傳 19 章 
           區師母    416-272-3313 
       陸靖姊妹  416-737-9987 

     聯合國世界水資源日 

為使兄姊明白水的重要性和對第三

世畀國家的影響，今主日和下主日

在和平福音事工桌(小禮堂側)陳列

有關資料及我們如何參與。 

週六 城北華基第147屆浸禮 

 3月24日｜ 2pm ︳ 副禮堂 

歡迎兄姊觀禮，同頌主恩。今期

共有 32 位兄姊受浸，芳名請參閱

受浸見證冊，可在外廊索取。受

浸兄姊請於 12:30pm在 2 樓資源

中心外廊集合。 

佈道事工 

上週全教會有 4 位朋友決志信心，另植

堂部有 1 位朋友決志信心，求神保守及

跟進工作。 

栽培事工 

40 天禱告生活 

目的在於建立： 

1. 彼此扶植 (Accountability) 

2. 經歷突破 (Breakthrough) 

3. 建立相連群體(Connected Community) 

鼓勵兄姊透過以下項目實踐及進深禱告
生命： 
 7次崇拜聚會/ 7次小組查經 
 40天靈修札記 / 禱告同伴 
 教會祈禱會/ 教牧靈修分享(網上收聽) 
 拍照留念，如允許使用，照片將於崇
拜時段播放! 各團契指導，請於3月
20日(二)前交回。 

*在我個人、家庭、事業、學業、生意、事
奉等每個生活範疇上，求主幫助我，讓神的
國度降臨，讓祂的旨意成就在地。 

敬拜事工 

受苦節敬拜聚會  
 3 月 30 日 

成人(英)  主題  

 10am Walk 

With 

Jesus 

正 

禮 

堂 
國/粵語 5pm 榮耀的愛 

粵語 8pm 

*家庭(英) 

  

 

10am Walk 

With 

Jesus 

副 

禮 

堂 

5pm 

兒童 

(2-4 歲)  

10am  地庫 

C 區 5pm 

*子女就讀幼兒高班至六年級的家庭，以

家庭互動形式，在不同區域裏，體驗

耶穌基督所經歷的旅程。孩童必須有

家長陪同下參加這個聚會。請家長務

必於 3 月份 Parent Dialogue 指定網址

報名! 2 歲以下，不設托兒服務! 
 

管家事工 

教牧消息 
邵力群傳道已向教會請辭國語部傳道一
職，將於 7 月 1 日離職，到美國繼續進
修。求主保守及賜福他的學習。 

聘請 
教會現誠聘以下職位，詳情請參閱
www.rhccc.ca： 
1. 國語部傳道  

2. 百里巿教會帶領傳道  
3. 奧城堂兒童及青少年部傳道  
截止：3 月 27 日  
有意者請將履歷電郵 
phebe.chan@rhccc.ca 

和平福音事工 

中國廣西英語夏令營諮詢會 
3 月 25 日 (日) ︳  12:45pm ︳ 202 

介紹於 7 月 6-20 日在廣西舉辦的英語夏
令營。事工包括：英語會話課程、探
訪、衛生講座、主日崇拜、文娛活動
等。備有簡單午膳。 

 skwong4rhccc@yahoo.com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團契 

 3 月 23 日 (五) | 7:30-9:30pm 

  Basic (7-8 班) Bubble Tea Rally Gym 

  Agape (9-12 班) 40 Days Study S1 

家庭崇拜@BGSG 

誠邀 2:00am時段 1-3 年級的家長在 3

月 25 日與您們的孩子一起參加兒童崇

拜，詳情請參閱三月份Parent dialogue! 

上週週六及主日人數摘要 

 經常 建堂 宣教 

平均每週需要* 113,834.88 14,000.00  

上週實收 91,834.46 16,715.50 17,235.00 

年初至今需要* 1,138,348.82 140,000.00  

年初至今實收 912,791.47 153,221.02 186,031.37 

*基於預算$5,919,414(經常), $728,000(建堂) 

經常包括感恩奉獻；慈惠奉獻：$3,530 
 

 崇拜人數 基教人數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粵語 2098 
301 

240 
40 

英語 570 29 

國語 483 102 158 34 

青少年 166  95  

總數 3317 403 522 74 

百里巿堂 46  27 15 

奧城堂 122  32 27 

旺市堂 95  52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