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講道大綱
講員︰陳佳德弟兄
題目︰「在神愛裡的盼望」
經文︰彼得前書 1: 1-16

2016.5.15

講道大綱：

引言

1. 神的大愛使基督徒得到永生盼望 (1:1-5)
a. 因着父神的先見，藉聖靈的潔淨，人順服神和蒙耶穌基督的
血所灑，我們蒙揀選成為寄居的 (1-2)

國語早堂主日崇拜（2016 年 5 月 15 日）
主席:吳杰民弟兄
領詩/司琴: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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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徒要堅守救恩的盼望 (1:6-12)
a. 信心在患難中得試驗 (6-7)
b. 信心使我們有得救的大喜樂 (8-9)
c. 要傳揚這救恩 (10-12)
3. 基督徒對救恩該有的回應 (1:13-16)

王魯青姊妹
國語堂詩班
林 清姊妹
陳佳德弟兄
會
眾
眾
立
許卓憑牧師
眾
立
眾
坐
許卓憑牧師

** 彼此問安、交通 **
年長及行動不便者請坐著崇拜，不必隨眾站立

司事:佘定君姊妹、楊雁姊妹、鄭榕弟兄
白朝權弟兄、斯靜姊妹、洪靜姊妹
圖書館:早-周重仁弟兄、午-蘇明嬋姊妹

b. 父神使我們重生得永生盼望，得天上基業和末世的救恩 (3-5)

會前負責:溫耐弟兄
音響/放映: 于厚雄弟兄

a. 我們要警醒，盼望救恩 (13)
b. 我們不再放縱私慾 (14)
c. 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聖潔 (15-16)
反省

彼得前書 1:1-16
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
庇推尼寄居的，
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
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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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
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
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原文是服事）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
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是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
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
子。
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本週金句:「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彼前 1:13)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 (5 月 22 日)︰
講題及經文︰
早堂 —「彼此切實相愛」(彼得前書 1:17-2:3)
午堂 —「切實相愛」(彼得前書 1:17-2:3)
早堂事奉人員:
主席: 張淑美姊妹
會前負責:鄭國清弟兄
祈禱: 蔡國建執事
司事: 莊希明夫婦、黃姿華姊妹、林清姊妹
李立雲姊妹、譚美蓮姊妹
圖書館:早-曾蘭美姊妹、午-蘇明嬋姊妹
午堂事奉人員:
講員:陳力軍傳道
司事:李正國夫婦

講員: 王占臣牧師
領詩/司琴:詩班
讀經:楊先慈姊妹
音響/放映:于厚軍弟兄

會前負責: 鄭怡人姊妹
音響/放映:張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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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上留下芳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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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10)《國語堂消息》﹕
a. 崇拜結束後，教會備有茶點，歡迎兄姐留步享用、交友聯誼、共沐主恩。
b. 查經祈禱會﹕每週四晚上 7:30 在 B1 及 101 室進行，盼望大家來一起學習
神的話語、以禱告為教會守望。
c. 主日學：第二季成人主日學於今主日開始，內容如下：
時間
上午 9:45-10:45
下午 3:45-4:45
上午 9:45-10:45
下午 3:45-4:45

課程
慕道真理班
慕道真理班
士師記、路得記研讀
信仰與生活

教員
張近中執事、鄭國清弟兄
陳佳德弟兄、孫慕華姊妹
許卓憑牧師
景宏源弟兄

課室
101
B1
B1
B7

d. 團契/小組下次聚會預告：(歡迎新朋友參加)
團契/小組
Agape 團契
每週六 (學生)

內容/主題

日/月

時間

地點

Post-High
School Sharing

21/5

晚上 7:30

副堂

提摩太團契
第 1,3 主日 (職青)

小組活動

15/5

下午 4:00

禮堂

以勒(幼童家庭)小組
第 3 週六

小組活動

21/5

下午 3:00

副堂/B13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101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00

102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11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8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B7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鄭國清家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1

福音信息及分享

11/6

下午 2:00

B1

關愛 40 天讀經運動

26/5

下午 2:00

101 室

勇往直前

22/5

下午 1:15

副堂

生
命
團
契

信心小組
每週六
仁愛小組
第 2, 4 週六
喜樂小組
第 2, 4 週六
恩典小組
第 2, 4 週六
恩慈小組
每週六
恩福小組
第 1, 3 週六
信實小組
第 2, 4 週六

以琳團契
每月第 2 週六
香柏/嘉年團契
每月第 4 週四
詩班靈修
每月第 3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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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堅國語堂祈禱事項：
我們 2016 年 5 月份的禱告主題是“活出愛”。我們基
督徒一生的生命應當是追求愛，活出愛的生命。神在馬
太福音 22:37-39 節中給我們最大的誡命就是：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
己。求神幫助我們活出祂的愛。請為下列的事項禱告：
1. 求神繼續光照我們，幫助我們都能明白若沒有愛，那我們是還不
認識神，我們若停止追求愛，那我們在對神的認識上也就停止長
進，因為就像經上所說的：“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
就是愛。”（約壹 4:8）聖經也告訴我們要像天父那樣慈悲：“你
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 6:36）
2.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愛身邊的人，因為對神的愛也是透過對身邊的
人的愛反映出來的。阿爸天父愛每一個人，如果我們不能體諒神
的心，愛神所愛的人，就不能叫神在我們的身上得安慰。聖經提
醒我們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 4:20）
3.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透過行為顯出愛心，因為沒有行為的愛是空
的。使徒約翰在聖經裡教導我們說：“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
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 3:18）箴
言 3:27-28 也教導我們說：“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
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
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
4.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榜樣，像主恩待我們一樣恩
待其他人。使徒保羅在聖經以弗所書 5:1-2 節教導我們說：“所以
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
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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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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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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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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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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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少年
兒童

建堂收入

15,145.45

38,461.54

39%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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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收入

37,449.00

慈惠收入

1,694.00
356,840.62

73%

927,7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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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傳道

mccc.henryc@gmail.com

ext. 33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2016 年奉獻收入
奉獻

合共

299,943.63

全年預算

2016/5/8 美堅堂奉獻及出席人數表
崇拜
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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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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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講道大綱
講員︰陳佳德弟兄
題目︰「在神愛裡的盼望」
經文︰彼得前書 1: 1-16

2016.5.15

講道大綱：

引言

1. 神的大愛使基督徒得到永生盼望 (1:1-5)
a. 因着父神的先見，藉聖靈的潔淨，人順服神和蒙耶穌基督的
血所灑，我們蒙揀選成為寄居的 (1-2)

國語午堂主日崇拜（2016 年 5 月 15 日）

b. 父神使我們重生得永生盼望，得天上基業和末世的救恩 (3-5)

會前預備 ......................................... 張海桐姊妹
序

樂 ............. 預備心靈、虔誠敬拜 ............. 眾坐默禱

宣

召 ................. 詩篇 95: 1-2 ................. 敬拜小組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2. 基督徒要堅守救恩的盼望 (1:6-12)
a. 信心在患難中得試驗 (6-7)
b. 信心使我們有得救的大喜樂 (8-9)
c. 要傳揚這救恩 (10-12)

唱詩敬拜、禱告 .................................... 敬拜小組

3. 基督徒對救恩該有的回應 (1:13-16)

讀

經 ............... 彼得前書 1: 1-16 ............... 敬拜小組

a. 我們要警醒，盼望救恩 (13)

講

道 ............. 「在神愛裡的盼望」 ........... 陳佳德弟兄

b. 我們不再放縱私慾 (14)

回應/奉獻 ............ 祢的愛不離不棄 ............... 敬拜小組
三一頌 ............................................. 眾
祝

立

福 ........................................... 許卓憑牧師

阿們頌 ............................................. 眾

立

默

坐

禱 ............................................. 眾

歡迎/報告 ........................................ 許卓憑牧師
唱

詩 .............. 我今天為你祝福 ................ 會

眾

* ** 彼此問安、交通 * **

司事:尹顥姊妹、張桂琴姊妹

c. 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聖潔 (15-16)

音響/放映:于厚雄弟兄

反省

彼得前書 1:1-16
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
庇推尼寄居的，
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
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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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
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
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原文是服事）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
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是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
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
子。
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本週金句:「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彼前 1:13)

本週午堂默想經文：“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
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你
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
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彼前 1:22-23）
默想導引、禱告：
仁愛慈悲的天父上帝，我們來敬拜讚美祢，感謝祢無盡的大愛，
使我們能成為祢蒙愛的兒女。我們愛祢，更願意把祢的大愛在生
活中顯揚出去，使人因此見到祢。祢在祢的話語中告訴我們，末
世是危險的日子，因為這時代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
狂傲。違背父母、忘恩負義、愛宴樂不愛神。求祢救拔我們遠離
這些祢憎恨的事，我們要愛我們的父母和親人，也讓我們弟兄姊
妹彼此相愛一起奔跑天路。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得救的福份和活
潑的盼望，並可以得着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我們
存留在天上的基業。現在求祢悅納我們獻上的敬拜。感恩和祈求
都是奉祢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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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上留下芳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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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10)《國語堂消息》﹕
a. 崇拜結束後，教會備有茶點，歡迎兄姐留步享用、交友聯誼、共沐主恩。
b. 查經祈禱會﹕每週四晚上 7:30 在 B1 及 101 室進行，盼望大家來一起學習
神的話語、以禱告為教會守望。
c. 主日學：第二季成人主日學於今主日開始，內容如下：
時間
上午 9:45-10:45
下午 3:45-4:45
上午 9:45-10:45
下午 3:45-4:45

課程
慕道真理班
慕道真理班
士師記、路得記研讀
信仰與生活

教員
張近中執事、鄭國清弟兄
陳佳德弟兄、孫慕華姊妹
許卓憑牧師
景宏源弟兄

課室
101
B1
B1
B7

d. 團契/小組下次聚會預告：(歡迎新朋友參加)
團契/小組
Agape 團契
每週六 (學生)

內容/主題

日/月

時間

地點

Post-High
School Sharing

21/5

晚上 7:30

副堂

提摩太團契
第 1,3 主日 (職青)

小組活動

15/5

下午 4:00

禮堂

以勒(幼童家庭)小組
第 3 週六

小組活動

21/5

下午 3:00

副堂/B13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101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00

102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11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8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B7

小組活動

21/5

晚上 7:30

鄭國清家

小組活動

28/5

晚上 7:30

B1

福音信息及分享

11/6

下午 2:00

B1

關愛 40 天讀經運動

26/5

下午 2:00

101 室

勇往直前

22/5

下午 1:15

副堂

生
命
團
契

信心小組
每週六
仁愛小組
第 2, 4 週六
喜樂小組
第 2, 4 週六
恩典小組
第 2, 4 週六
恩慈小組
每週六
恩福小組
第 1, 3 週六
信實小組
第 2, 4 週六

以琳團契
每月第 2 週六
香柏/嘉年團契
每月第 4 週四
詩班靈修
每月第 3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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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堅國語堂祈禱事項：
我們 2016 年 5 月份的禱告主題是“活出愛”。我們基
督徒一生的生命應當是追求愛，活出愛的生命。神在馬
太福音 22:37-39 節中給我們最大的誡命就是：盡心，盡
性，盡意，愛主我們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
己。求神幫助我們活出祂的愛。請為下列的事項禱告：
1. 求神繼續光照我們，幫助我們都能明白若沒有愛，那我們是還不
認識神，我們若停止追求愛，那我們在對神的認識上也就停止長
進，因為就像經上所說的：“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
就是愛。”（約壹 4:8）聖經也告訴我們要像天父那樣慈悲：“你
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 6:36）
2.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愛身邊的人，因為對神的愛也是透過對身邊的
人的愛反映出來的。阿爸天父愛每一個人，如果我們不能體諒神
的心，愛神所愛的人，就不能叫神在我們的身上得安慰。聖經提
醒我們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 4:20）
3.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透過行為顯出愛心，因為沒有行為的愛是空
的。使徒約翰在聖經裡教導我們說：“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
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壹 3:18）箴
言 3:27-28 也教導我們說：“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
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
吧，明天再來，我必給你。”
4. 求神幫助我們都能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榜樣，像主恩待我們一樣恩
待其他人。使徒保羅在聖經以弗所書 5:1-2 節教導我們說：“所以
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
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
神。”

國語午堂下主日崇拜 (5 月 22 日)︰
講題︰「切實相愛」
經文︰彼得前書 1:17-2:3
事奉人員:
講員:陳力軍傳道
司事:李正國夫婦

會前負責:鄭怡人姊妹
音響/放映:張偉弟兄

美堅英

70

16

4

1,194.00

160.00

230.00

20.00

華基聯會消息 (5 月 15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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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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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華基聯會差傳部於本週二晚 7:30 在聯會辦事處召開會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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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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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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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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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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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840.62

73%

927,785.60

奉獻

慈惠收入
合共

全年預算

1,694.00
299,9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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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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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

宣教

240.00
195.00
-

50.00
565.00
45.00
210.00
40.00

慈惠

感恩
-

220.00
140.00
5.00
125.00
-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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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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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傳道

mccc.henryc@gmail.com

ext. 33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