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堅粵語清早/早堂主日崇拜
講員︰黃敏華牧師
題目︰「末世與救恩的盼望」
經文︰彼得前書 1: 1-16

2016.5.15

講道大綱：

1. 末世時刻的盼望 (1-9 節)
2. 聖潔救恩的盼望 (10-16 節)

粵語早堂主日崇拜（2016 年 5 月 15 日）
序 樂
宣 召：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
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篇 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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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道：「末世與救恩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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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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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黃敏華牧師
司事： 黃少勇、潘婉梅、劉國富
鄺綺瓊、楊華胄、黎薇薇
關懷天使：張滿開、陳婉貞
奉獻數點：林婉嫻、任潔莉、孫凱制
圖書館：早-周重仁、午-蘇明嬋

主席/領詩/讀經：以斯帖姊妹團
司琴：譚鄺穎思
報告：張艷賢執事
放映：李志堅
音響：李元斌

彼得前書 1:1-16 (和合本修訂版)
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些被揀選，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
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人，
2 就是照父上帝的預知，藉著聖靈得以成聖，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
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地賜給你們！
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
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
4 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5 就是為你們這些藉著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
顯現的救恩。
6 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 ，
7 使你們的信心既被考驗，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8 雖然你們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看不見，你們卻因信他而有說不出
來、滿有榮光的喜樂，
9 因為你們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靈魂的得救。
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已經詳細地搜索查考過，
11 查考在他們心裏的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甚麼時
候，甚麼樣的情況。
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服事的不是自己，而是你們。那藉著從天上差來
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傳給你們；這些事連天使也都切望
察看呢！
13 所以，要準備好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帶給你
們的恩惠。
14 作為順服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15 但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你們要成為聖，因為我是神聖的。」

本週金句:「但我們若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
等候。」(羅馬書 8:25)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16.5.15

1)《歡迎嘉賓》﹕誠意歡迎首次參加本教會崇拜聚會的新朋友，請在嘉賓留名
冊上留下芳名，以便保持聯絡。
2)《崇拜講題》﹕教會講壇於 2016 年五月至九月中旬以「彼得前後書」為重點，
讀經以約翰福音為主。本週讀經如下：
5 月 15 日 (日)
5 月 16 日 (一)
5 月 17 日 (二)
5 月 18 日 (三)

約翰福音 1:1-5
約翰福音 1:6-13
約翰福音 1:14-18
約翰福音 1:19-23

5 月 19 日(四) 約翰福音 1:24-28
5 月 20 日(五) 約翰福音 1:29-34
5 月 21 日(六) 彼得前書 1:17-2:3

3)《教牧/同工消息》﹕
a. 謝飛鵬牧師於5月12-25日前往德國短宣，請代禱，求主使用。
b. 堂務同工李竞超弟兄於5月16日至6月15日放假，此期間的堂務工作將外判
給清潔公司處理，亦請弟兄姊妹保持教會清潔及把垃圾分類。
4)《執事會》– 5月1日會議摘錄﹕
a. 會員大會–將於 5 月 29 日(主日)舉行會員大會，會員名單現已張貼在教會辦公
室對面的佈告板上。每堂崇拜後均有投票時段，會員大會隨後於下午 4:00 在禮
堂舉行，投票議程如下：
1/ 選舉 2017-2018 年度執事。
2/ 接納經會計師核實的 2015 年財政報告。
3/ 委任會計師 Timothy Cheng 核實教會 2016 年的財政收支。
4/ 接納美堅堂 2015 年度報告 (只在下午 4:00 的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後， 於 4 時 30 分在 101 室舉行五月份執事會。
b. 2017-2018 年度執事候選人–以下是 5 月 29 日會員大會執事選舉的候選人：黃
楊惠嬌(粵語堂)、董觀宇(國語堂)、胥學奇(國語堂)及溫方(英語堂)。
c. 2015 年美堅堂財政報告–執事會已通過由 Mr. Timothy Cheng CPA/CA/CFT (鄭
天祥會計師)審核及預備的 2015 年美堅堂財務收支報告，財務報告的副本將會
在主層走廊的佈告版上張貼。
d. 會員大會諮詢會議–將於 5 月 15 日(主日)上午 11:00-11:30 及 5 月 22 日(主日)下
午 1:00-1:30 在 101 室舉行。如果您有關於會員大會的任何問題，請出席其中一
個諮詢會議。
e. 教會領袖及事工訓練–將於 2016 年 7 月 9 日(週六)上午 9:00 至 12:30 舉行，講
員為黎惠康牧師，歡迎執事、堂委會成員、團契/小組領袖、主日學教師及有興
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f. 執事同工退修會–將於 2016 年 9 月 16-17 日(週五至週六)在 Jackson's Point
Salvation Army Conference Centre.舉行。

5)《聘請暑期辦公室行政助理》：為訓練大專生將來在社會處理辦公室行政事
務，現招聘一位暑期行政助理，應徵者須為大學生/大專生，或於今年九月進
入專上學院或大學讀書，懂中文打字更佳，詳情請聯絡李牧師。
6)《40 天關愛》：今主日刊登信徒可參與或代禱之「愛心行動」系列，更多謝
各堂小組組長帶領「關愛 40」討論。
7)《差傳部》﹕
a. 德國短宣隊：已於上週四出發，5 月 25 日返回多倫多，由謝飛鵬牧師及李
賴小蓉帶領，隊員有胥學奇執事、范美茜、趙計嘉欣及李立仁。請代禱，
求神大大使用他們，同心協力作見證、傳講神的話語，領人歸主。
b. 莊敬傳道及謝文卉姊妹宣教差遣禮：定於 6 月 12 日(主日) 中午 12:45 在美
堅禮堂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差遣禮後設有慶祝午餐，餐券將
於 5 月 22 日發售。

8)《兒童事工部》﹕
a. 義工訓練日：將於6月4日上午9:30-12:30在禮堂舉行義工訓練，介紹「保護
兒童計劃」(Plan to Protect) 的內容，請參與兒童事工的弟兄姊妹務必出席。
b. 增聘暑期助理：應徵者須為大學生/大專生，或於今年九月進入專上學院
或大學讀書，詳情請聯絡阮傳道。
9)《肢體消息》﹕ 粵語堂陳國波弟兄於 5 月 5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5 月
28 日(週六)早上 10:00 舉行，9:00 為弔慰時間，地址：1591 Elgin Mills Road
East, Richmond Hill，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10)《粵語堂消息》﹕
a. 堂委會：今主日下午 1:30 在 101 室舉行，請各堂委準時出席。
b. 祈禱會：本週三(18 日) 晚上 7:30 在教會禮堂舉行，一起以祈禱守望神家。
c. 福音茶座：福音班夏季課程開始，歡迎慕道朋友、對救恩及信仰追求的弟
兄姊妹同來認識福音內容探討人生。日期：5 月 18 日至 7 月 20 日(每逢週
三)上午 10:30-11:30 在 B7 室，報名可向李牧師或黃牧師聯絡。
d. 敬拜部：將於 6 月 11-12 日(週六、日)舉行兩日一夜退修訓練營。主題：
「從俄巴底亞書看敬拜視野」，由黃敏華牧師主講及多位音樂導師教授領
唱技巧，地點：La Quinta Inn & Suites Oshawa (奧沙華市)，歡迎有心志投身
團契、崇拜領詩或詩琴事奉弟兄姊妹參加，報名詳情容後公佈。
e. 團契消息：嘉年團將於 6 月 12 日(主日) 下午 5 時假皇家御宴(648 Silver Star
Blvd.) 舉行「雙親節晚宴」，每位$ 32，購票請聯絡徐承浩弟兄。
f. 福音主日：將於 6 月 19 日(父親節)舉行福音主日，請為講員李牧師代禱，
亦邀請未信主親朋參加，為他們得救代禱。
g. 成人主日學 ：第二季課程於下主日開始，請兄姊踴躍參加，內容如下：
時間
週三早上 10:30
(5 月 18 日開始)

上午 9:45-10:45
上午 11:30-12:30
上午 11:30-12:30

課程

教員

課室

信仰福音班

黃敏華牧師、李維信牧師

B7

信仰成長班
信仰真理班
人生的主權

屈網堅執事、劉玉伙弟兄
葉翹邦弟兄
蘇關南弟兄

104
101
B10

h. 各團契/小組下次聚會預告 (歡迎新朋友參加)：
團契/小組
Harmony 團契
每週五 (學生/職青)
Pistis 團契(年青夫婦)
單月(第一、三週六)
雙月(第三週六)
以斯帖姊妹團契
逢 1, 3 週五
以諾伉儷團契
逢 1, 3 週六 (中年)
家庭團契
逢 2, 4 週六
真光團契
逢 2, 4 週五 (成人)
嘉年團契
逢第 2 週六 (長者)

負責人

內容/主題

日/月

時間

地點

Vincent
Li

小組

20/5

7:30 pm

副堂

李偉傑

Baby Shower

21/5

10:00 am

副堂
B2, B3

劉婉儀

查經

20/5

7:30 pm

B5

陳麗娥

保健食療齊分享

21/5

7:30 pm

B10

鄭澄旋

查經

28/5

7:30 pm

禮堂

陳國新

查經

27/5

8:00 pm

101 室

徐承浩

關節痛/糖尿病
(耆暉會醫生)

28/5

2:00 pm

副堂

11)《2016 國語「健康生活」長者論壇》：由耆暉會及美堅堂合辦，5 月 28 日
(週六)下午 2:00-4:00 在教會地庫副堂舉行，內容為幫助長者瞭解糖尿病及骨
質疏鬆的預防與注意事項，講者為耆暉會註冊護士及藥劑師。費用全免，歡
迎邀請親友參加。查詢 416-502-2323 內線 6160 胡姑娘。

美堅粵語堂聽道撮要 (2016 年 5 月 8 日)
講員： 李維信牧師
題目：關愛 40 運動第六講－「持久的愛之四個習慣」
經文：約翰福音 15:12；哥林多前書 13:7

華基聯會消息 (5 月 15 日)
1. 華基聯會差傳部撥出部份經費為助學金，以資助及鼓勵全時間神學生。申請
資助者須為華基教會會員兩年或以上，並恆常參加華基教會主日崇拜。請將
填妥表格及文件於 7 月 4 日前經教牧交回聯會辦事處，逾時則不接受申請。如
有查詢，請與聯會同工 Isabella Wong 聯絡 (905) 479-2236。（備註：差傳部另
資助一名非會員的申請。）申請表可於聯會網頁下載 (www.acem.ca)
2. 健康教會研討會：「禱告運動與教會更新」6 月 11 日於 105 Gibson Centre 舉
行。主題講員：林進吉牧師。七個禱告工作坊由 13 位華基教牧主講。講員及
工作坊簡介、日程表等已上載聯會網頁。歡迎各堂所有兄姊參加，大會不設
兒護，費用全免（連午餐），必須報名 www.acem.ca。
3. 華基聯會差傳部於本週二晚 7:30 在聯會辦事處召開會議。
4. 仍是天父世界的禱告
 “Fort McMurray 火災仍有安全問題” - 祈求神的信心、愛心和盼望，彰顯於
重建過程中。
 “中國護權人士及其家人被迫害” - 紀念被壓迫人士，為有敬畏神的中國祈禱，
求主介入。
5. 王永信牧師 (美國) 「差傳代禱指引」－第 15 天
王牧師已在腹部裝了導管，傷口正癒合中。5 月「試洗」4 次，王師母會親自
學習;六月則開始家中洗腎。請代禱。
6. 牧幼托兒所聘請暑期活動助理 (7 月及 8 月)，申請人須為大專 ECE 學生。請將
履歷電郵至 gsdctmccc@yahoo.ca. 托兒所只安排合資格申請者面試。
7. 教牧行蹤
黃少明牧師今主日於瀑布堂十週年堂慶主日崇拜證道及主持聖餐。
余彩玉傳道今主日於旺市國語崇拜證道。

教會使命﹕「更新生命、緊隨基督」
願景﹕成為一間生生不息的健康教會

（一）持久的愛是以恩賜寬容對待人
我們被上帝接納，便要包容身邊的人，因為世上都沒有一個公義的人
（羅 3:10），神仍舊接納我們，並且信主的人應效法基督彼此接納，
這便榮耀神（羅 15:7）。這裏提到的愛，不是與生俱來，人的愛，卻
是來自主耶穌那無私犧牲的大愛。因此，我們願意用心聆聽，並寬容
他人。
（二）持久的愛是源於對人付於信任
甘願遵從神，不要在乎眾人的眼光，受世俗人影響，害怕人怎樣想自
己，卻要用心聽神的心意。我們願意對人付出愛心，是因為我們對上
帝信任（箴 29:25）。神要我們學習信任他人，實是反映我們願意相
信上帝的安排（賽 55:8－9）
（三）持久的愛是源於對人常存希望
我們一起期望成長，實行上帝的旨意，先從自己開始，獻己給主，才
伸延到身邊的人（林後 8:5）。 這好像一個教練，見到一個有潛質的
球員，對他存希望，努力栽培他，讓他活出基督，鼓勵他帶領其他人
信主，並一起努力成長（羅 15：2）。縱使人如何污穢，真的毫不美
麗，神也愛我們，因衪看我們是有價值，當我們有基督的愛，便有基
督的影響力，神更有能力潔淨我們。
（四）持久的愛是願意堅持不易放棄
不要只有三分鐘熱度，值得花下功夫與時間，彼此恆忍及勸勉。因為
忍耐的人是有福的（雅 5:11）

思想： 你現在與你的配偶、兒女、父母的關係如何？
是否願意，立志與他們更新關係？

禱告： 主！全因為祢，我才有實踐持久的愛的能力，所以求祢督使我將志
向化成實實在在的行動。

下主日崇拜 (5 月 22 日)︰
講題及經文︰
清早/早堂 —「切實相愛」(彼得前書 1:17-2:3)
午堂 —「待定」(彼得前書 1:17-2:3)
崗

位

講

員:

主席/領詩:
讀

經:

報

告:

清早堂 8:00

事:

關懷天使:

午堂 11:30

李維信牧師
頌恩敬拜

Mr. Arthur Law

頌恩敬拜

頌恩敬拜

黃敏華牧師 楊惠嬌執事

司琴/伴奏: 袁永晴
司

早堂 9:30

袁永晴

麥金露明
鄧麗芳
─

劉婉嫻執事

頌恩敬拜
Jody Wan
張錦、趙善哉、江素霞
李元斌、王家貢、王吳雪清 Joe Lee
張滿開、陳婉貞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

放

映:

潘美儀

孫凱利

Sabrina Ngai

音

響:

蘇偉昌

待定

Samuel Li

奉獻數點:
圖書館：

林婉嫻、任潔莉、孫凱利
─

Rosann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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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2016 年奉獻收入
本年實際收入
(至 5 月 8 日止)

本年預算收入
(至 5 月 8 日止)

實際/預算
百分比

經常收入

245,655.18

318,379.08

77%

827,785.60

建堂收入

15,145.45

38,461.54

39%

100,000.00

差傳收入

37,449.00

慈惠收入

1,694.00

奉獻

合共

299,943.63

全年預算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3X3
Tel. (416) 498-3399 Fax (416) 498-5234
E-mail: 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Web-site: www.mccc.on.ca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少年
兒童

主日崇拜

主日學

上午 8:00 / 9:30 / 11:30
上午 11:15/下午 2:00
上午 9:30
上午 11:30
上午 11:15/下午 2:00

上午 9:45 / 11:30
上午 9:45/下午 4:00
上午 11:30
上午 9:30
上午 9:30

圖書館主日開放時間：上午 10:45-11:30 / 中午 12:45 -1:15
356,840.62

73%

927,785.60

2016/5/8 美堅堂奉獻及出席人數表
崇拜
主日學
堂會
成人 / 兒童 成人 / 兒童
美堅粵清早
43
美堅粵早
164
24
美堅粵午
38
美堅國早
142 31
美堅國午
48 16
美堅英
70
16
4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經常
718.00
3,852.00
2,725.00
2,465.05
1,235.00
1,194.00

建堂

宣教

240.00
195.00
160.00

50.00
565.00
45.00
210.00
40.00
230.00

慈惠
20.00

感恩
220.00
140.00
5.00
125.00
20.00

教牧同工
創會牧師： 高雲漢牧師
粵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
黃敏華牧師
國語事工： 許卓憑牧師
謝飛鵬牧師
英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
兒童事工： 阮仲謙傳道

(粵語堂代主任)
mccc.andyw@gmail.com
mccc.jhua@gmail.com
mccc.lukex@gmail.com
mccc.vincentl@gmail.com
mccc.timy@gmail.com

ext. 29
ext. 22
ext. 25
ext. 34
ext. 32

實習同工： 莊

mccc.henryc@gmail.com

ext. 33

敬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