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粵語堂主日崇拜（2021 年 9 月 19 日）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要向祂唱詩，向祂歌頌，述說祂一切奇妙的作為！

要誇耀祂的聖名！

願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歡喜！

要尋求耶和華與祂的能力，時常尋求祂的面。

詩篇 105:1-4

   唱詩︰黃耀華執事、陳國新弟兄 

【恩典太美麗】詩集：團契遊樂園 3•詩歌本，3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你是最尊貴！ 

【動力信望愛】詩集：齊唱新歌第 06 集，12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務服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歌：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經文: 帖撒羅尼迦前書 1:4-10 ( 和合本修定版) 

4  神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言語，也在能力，

也在聖靈和充足的確信。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

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為人。 

6 你們成為效法我們，更效法主的人，因聖靈所激發的喜

樂，在大患難中領受了真道， 

7 從此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8 因為主的道已經從你們那裏傳播出去，你們向神的信心

不只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

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傳講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你們

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10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那位

救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本週金句︰ 

「所以，作為蒙慈愛的兒女，你們該效法神。」 

                    (以弗所書 5:1)  

講員︰李維信牧師

題目︰帖撒羅尼迦前書 (二) : 效法主作見證

經文 : 帖撒羅尼迦前書 1:4-10
-----------------------------------------------------------------------------

大綱︰

(一)    福音使命的傳承

(二)    效法基督的見證

金句︰

「所以，作為蒙慈愛的兒女，你們該效法神。」 

                    (以弗所書 5:1)  



回應詩【活出愛】詩集︰泥土音樂   作曲: 盛曉玫

無窮大愛於天上來

多廣闊 就如海

難盛載 難測透不可理解

完全是你與我共行

將心獻 沒離開

來活過願以畢生傾出愛

基督深恩激發我

今一生得釋放

如今可給世界獻祝福

基督深恩光照我

心熾熱在蔓延

你我一起同心獻傾出愛

三一頌

祝福 / 報告︰李維信牧師

1) 感謝神，教會現進入第三階段的重啟。現設有實體崇拜及

網上平台敬拜。請兄姊繼續為疫情禱告，彼此支持及代禱。 

2)教會實體主日崇拜︰ 

 粵語堂︰早上 9時 15 分(禮堂) <限聚 59 人>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分(禮堂) <限聚 59 人> 

 英文堂︰早上 11 時 15 分(樓下副堂) <限聚 22 人> 

參加實體崇拜的兄姊，請於以下網站 Eventbrite 登記及填

寫健康申報。如未能在網上登記的兄姊，請致電辦公室。 

網上登記逢每週四上午 9:30 至那週六早中午 12 時  

(若要登記 9 月 26 日(下主日)崇拜，請於 9 月 23 日上午 

9:30 至 9 月 25 日中午 12 時登記) 。你可以同一次登記

最多 5 名家庭成員, 但每位參加者必須以實名登記。另外，

每位家人必須選擇參加成人崇拜或兒童主日學。 

粵語堂: https://cantonese-service-0926.eventbrite.ca

國語堂: https://mandarin-service-0926.eventbrite.ca

英語堂 : https://english-service-0926.eventbrite.ca

如未能上網登記，請在星期四及五的辦公時間內致電辦公室協

助登記（辦公時間為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有關實崇拜的詳情，請參閱「美堅華人基督教會實體崇拜

重啟問題解答」網址︰http://mccc.on.ca/ch/

** 為了能提供安全的面對面服務而又能保護其他兄弟姐妹的

同時，教會鄭重建議那些計劃前來進行面對面參加聚會的人

首先接種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1.9.19



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兄姊，仍然可以透過網上鏈結或 Zoom，

收看或收聽教會崇拜信息。  

3)《兒童事工》: 

a.  新一季兒童主日學時間︰上午9時15分或11時15分於樓

下B10室舉行，未體參加實體課堂的兒童，可透過Zoom 

鏈結同步上課。 

 早上9時15分 ( 實體兒童主日學)

 早上11時15分 (網上及實體兒童主日學)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S
VRsay9TcGV3WEtIM1Q4dz09

Meeting ID: 880 2199 6139 Passcode: 111222

b. 週三網上兒童課後活動班  

Pastor Tim 於逢週三下午 4時至 4時 45 分與小朋友網

上相聚，對象為 Grade 1–6 學生。內容包括學習技巧

輔導，網上集體遊戲及聖經故事。查詢及登記請聯絡阮

仲謙牧師 416-709-1313 或 mccc.timy@gmail.com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3730891901?pwd=V1E1dVNB
YXZ1Z2NuRXdDaTNnY1l6Zz09

Meeting ID: 837 3089 1901 Passcode: 333444

4) 執事會消息︰(9 月 14 日)

a. 教會行政秘書尤楊瑞蓮姊妹已宣佈退休，執事會感謝她過

去多年的事奉，並祝她退休生活愉快。

b. 教會已完成更換強化地板及油漆工程， 執事會感謝所有

參與這些工程的弟兄姊妹，感謝他們的出色表現，及能在

教會重啟前完成兩項工程。

c. 美堅堂將在 2022 年慶祝 35 週年堂慶，我們鼓勵所有弟兄

姊妹一同參與慶祝活動及為這次活動作好準備，活動包括

以實體及網上平台舉行，以感謝上帝對教會過去的祝福。

5) 社區外展︰中西式糕點製作網上課程

由經驗專業糕點製作師傅教授

內容︰瑞士卷、牛油蛋糕、雞尾飽等…

課程共分為兩段︰

• 第一段日期︰2021 年(共 8 堂)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5 日 逢週四下午 1 時 - 2 時 (共 8 堂)

• 第二段日期︰2022 年 (共 6 堂)

1 月 6 日至 2 月 17 日逢週四下午 1 時 - 2 時

** 2 月 3 日年初三暫停一次

報名︰粵/英︰黃楊惠嬌 416-451-9992

國語︰胥學奇 416-558-8538

此活動由加拿大政府資助及專業導師教授，歡迎弟兄姊妹及社

區人仕參加，費用全免。



6) 美堅堂 ESL 網上英文班接受登記，設有小組及一對一的個

人教授，及新增電話教授課程。適合不同程度及所須的人任報

名。費用全免。詳情請致電 416-498-339 9 或微信 437-988-1886。

上課日期︰9 月 17 日開始至 12 月 5 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每班

人數安排

教學方式 老師

A – ESL 逢週六

9 月 18 日開課

早上 10 時 小組 老師︰Hong Jing

Zoom

880 5624 7783
密碼︰123456

B – ESL 逢週日 

9 月 19 日開課

晚上 8 時 小組 老師︰Angela Ho

Zoom

885 9731 0246

密碼︰123456

C – ESL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1 對 1 電話 Winnie Ho

D – ESL 逢週五

9 月 17 日開課

下午 3 時 小組 老師︰ Stanley Hum

Zoom:

853 4297 5391

密碼︰123456

E – ESL 針對個人

時間安排

彈性安排 1 對 1 電話 Karin Wong

F – ESL 9 月 18 日開課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小組 老師︰ Angela Ho

Zoom

899 6512 8341

密碼︰123456

7)《粵語堂消息》 

b. 收聽粵語網上主日信息服務。請聯絡教會辦公室

416- 498 3399, 獲取 收聽編號。

c.  各團契/小組聚會網上聚會，詳程請向教會辦公室查詢

416-498-3399。

粵語堂傳道部/敬拜部︰

 2021 年 10 月 9 日(週六)晚上 7 時 30 分

 教會禮堂舉行實體

 「十大我最喜愛的詩歌暨

美堅粵語堂事奉感恩嘉許晚會」

誠意邀請弟兄姊妹上網報名參加，也鼓勵大家邀請家人朋友

一同出席，見證主恩。

由於實體出席名額有限，頒獎典禮晚會過程將於 10 月 16 日

星期六晚上 7 時 30 分在 Youtube 網上播放，兄姊請預留時

間在網上欣賞。

報名詳情容後公佈，請大家密切留意，亦請為籌委會及當晚

出席及演出各弟兄姊妹代禱，求神保守帶領。



d. 小組下次聚會預告 (歡迎新朋友參加)：
團契/小組 內容/主題 時間 聯絡人

Harmony 團契

(職青)每月第一、三

(週五)

不同主題分享 8:15 pm Pastor Vincent

Pistis 團契

(夫婦/幼童家庭)

每月第一、三(週六)

專題分享

及查經
10:00 am Janny

以斯帖姊妹團契

每月第一、三(週五)

查經及

心靈話題分享
7:30 pm Candy

以諾伉儷團契(中年/退休)

每月第二、四 週六

專題講座

及查經
8:00 pm 張艷賢執事

家庭團契

每月第一、三(週六)
查經及分享 7:30 pm 曾慧儀

真道團契(成人/職塲)

每月第一、三(週六)
查經 8:00 pm

Konson, Wing ,
Johnny

嘉年團契(長者)

每星期(週六)

主日學

及分享
2:00 pm 李建國

9) 聯會消息 (2021 年 9 月 19 日)

Connect City

Connect City 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服侍社區的機構。今

年夏天，舉辦了兩個夏令營：一個在線及一個在戶外實體，

為露宿者收容所、 難民中心和政府房屋中的孩子和青年人

而設，讓他們同時亦可為被僱用的年青人提供就業和領袖培

訓。這些活動讓他們成功地在社區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下主日崇拜預告：9月 26 日 

講員︰李維信牧師 領詩︰

黃耀華執事 / 陳國新

伴奏︰Alan Wai

主題: 帖撒羅尼迦前書 (二) : 效法主作見證 

經文: 帖撒羅尼迦前書 1:4-10 

金句: 以弗所書 5:1 

2021 年 9 月份成人主日學 

日期 : 2021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8 日(共 12 課) 

歡迎新朋友加入，報名可致電教會辦公室，Whatsapp 或微信 

報名，以取得鏈結。 

-------------------  課程介簡  ------ 

(一) 年長者班主日學簡介 

逢週六長者班 下午 2時至 3時 Zoom 網上授課 

題目：新約聖經耶穌的比喻 

導師：何秀棋、林潮慶、葉翹邦、溤景榮、陳國新 

新約裡的比喻大部分都是出自耶穌，福音書裡共有 39 個比喻，

為什麼耶穌用比喻來教導？比喻能引發人去思考，耶穌希望聽

眾能借著判斷那些非常熟悉的事物，同樣地判斷那些 前所未知

的真理。同時比喻是要把真理對不回應的人隱藏起來，使那些

繼續悖逆上帝的人心裡堅硬。因這些人就算聽了比喻，知道箱

裡有寶藏，他們也不屑一顧。既然如此，就不要給他們那把開

啟寶箱的鑰匙，以免他們糟蹋了寶藏。讓我們再次細讀耶穌的

比喻，明白及願意遵循比喻的教訓，學習比喻的意義。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7494933200?pwd=R0dabExhe
DBpNGgzTk96V1RLSElTdz09

Meeting ID: 874 9493 3200 Passcode: 682333

電話上網︰ 647 374 4685 Canada

Meeting ID: 874 9493 3200 Passcode: 682333



(二) 《腓立比書研讀》成人課程  Youtube MP4 授課︰  

日期 : 2021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8 日 

導師︰鍾暤軒傳道 

透過書信的架構及修辭，以及腓立比城的社會文化，我們再

一次體會保羅在監牢裏依舊要發出的訊息：就是要在充滿彎

曲荒誕的世代裏，依然有同一個心志，堅守真理；透過保羅

及夥伴們的榜樣，轉化生命；在缺乏及冷酷的世代裏，充滿

著從上帝而來的喜樂。 

腓立比書主日學編排 

導論－在監牢寫信的保羅（徒 15:1-21, 加 2:11-15） 

引言：帝國下的腓立比人（腓 1:1-2） 

給腓立比人的信息（腓 1:3-11） 

在兩難之間，依然一同靠著基督長進及喜樂（腓 1:12-26） 

在競爭文化底下活出上帝的恩典（腓 1:27-30） 

在自私的世代中效法基督的謙卑（腓 2:1-18） 

提摩太與以巴弗提服侍的榜樣（腓 2:19-30） 

保羅的榜樣：由丟棄開始（1）（腓 3:1-12） 

保羅的榜樣：由目前開始（2）（腓 3:13-21） 

選擇喜樂（腓 4:1-9） 

從缺乏到充足（腓 4:10-20） 

結語：給「你們」的信息（腓 4: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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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Chat: 437-988-1886

8 月 15 日開始網上主日崇拜時間表 

粵語堂早上 9時 15 分 

英語堂及兒童信息早上 11 時 15 分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小學及幼兒 主日學 Zoom︰下午 1時 30 分至 2時 15 分 

http://mccc.on.ca

教牧同工

創會牧師：高雲漢牧師

粵語事工：李維信牧師(主任) mccc.vincentl@gmail.com ext. 24

鍾暤軒傳道 mccc.edmondc@gmail.com ext. 29

國語事工：謝飛鵬牧師 mccc.lukex@gmail.com ext. 25

許卓憑牧師 mccc.jhua@gmail.com ext. 22

陳佳德傳道 (義務) mccc.jchen@gmail.com ext. 33

英語事工：謝禹庭傳道 mccc.josiaht@gmail.com ext. 34

兒童事工：阮仲謙牧師 mccc.timy@gmail.com ext. 32



美堅粵語堂 2021 年 9 月 15 日祈禱會內容

(1) 社區、國家及世界大事：

1. 阿富汗國家現在由塔利班政權統治，這政權是以回教

傳統基要派思想為主，很多人民盼望逃走，但沒有辦

法。我們特為當地的婦女、兒童、基督徒及宣教士禱

告。

2. 繼續為在卑斯省及安省那些受山火影響而失去家園的

平民百姓代禱。

3. 為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多國不斷漫延代禱，尤其是以

往疫情受控的國家，確診人數再次上升，例如美國、

以色列、中國、巴西及不同歐洲等國家，求天父醫治

那些地方、亦人民能接種疫苗。

4. 為緬甸現今緊張局勢代禱，特別為查天儒牧師師母、

恩慈之家代禱。

5. 為 9 月 20 日加拿大大選禱告，求天父的旨意成就，選

立合衪心意的領袖為總理。

6. 為安省政府安排更多市民接種第一次及第二次疫苗而

感恩，現今全省已經進入第三階段的重開步驟，求天

父賜政府領袖們智慧，控制疫情蔓延。

7. 為安省政府安排於九月學校重啟實體上課禱告，求天

父保守各師生身體健康。

8. 為在前線工作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保護他們及家

人，加添他們的力量。

9. 為華基聯會支持的宣教士/機構及本堂已認領的宣教士

代禱，特別記念莊敬夫婦及家人、查天儒牧師師母、

Doris Lui-Yee、Colin McCartney、Peter & Elaine

Yoon、賀俊文傳道、林奕勝與何少玲傳道、忻晉宇牧

師、羅恩琳牧師師母、Rev. Derek & Chantel Chen、

NEXT project (Power to Change) 、Alliance Global

Serve Canada、天道神學院戴德生中心、剛曉丹傳

道、Sam & Linda Ling。

10. 香港因中國政府已經通過「國安法」而引發不安，可

能發生出國移民潮，求天父掌管，幫助人民有平安，

因大水氾濫，耶和華仍然坐著為王，出因政治。

11. 為世界經濟因疫情影響代禱，亦為因疫情影響加國家

庭須要經濟上 (如救濟金) 的支援，求主賜恩，供應他

們的需要。

(2) 教會事項：

1. 為 2021 年教會主題「誠獻上帝、服侍他人」代禱。

2. 為教會各堂繼續實體及網上崇拜感恩禱告。

3. 為教會兒童事工已於上主日開始實體及網狀上聚會感

恩。

4. 為教會 CD committee 安排拉筋班感恩，亦為計劃於十

月開始糕點班禱告。

5. 為九月五日主日下午舉辦的戶外的社區嘉年華感恩。

6. 為 ESL 事工及粵語及國語信仰福音討論代禱。

(3) 粵語堂：

1. 為粵語堂主日實體崇拜重啟時，弟兄姊妹一心一意敬拜

上帝而感恩。

2. 為九月開闢秋季網上主日學代禱:

(一) 逢週六下午 2:00 pm-3:00 pm，題目是「新約聖經耶

穌的比喻」，由 Judy、Chester、Chris Yip、Angela 及

Konson 弟兄教導、以 Zoom 網上授課。

(二) 逢週日 <腓立比書> 網上課程 MP4，由鍾暤軒傳道授

課。

3. 為每主日網上崇拜禱告，亦為每主日帶領詩歌敬拜兄姊

們的安排代禱。

4. 繼續為電話關顧事工，特別為關懷年長兄姊們代禱。

5. 為粵語堂安排網上每日早晨靈修分享代禱。

6. 為因疫情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及參加人民代禱，求主供

應，政`府亦能幫助他們。



7.

8. 肢體︰

a. 為 Mary 姐身體禱告。

b. 為吳鳴芳弟兄的家人代禱，求聖靈安慰家人，保守他們

安康。

c. 為 Joyce 的大姐陳小鶼健康祈禱。

d. 為 Robin 弟兄的的父親因病在家休養、求天父醫治他。

e. 為各個大、中、小學學生開學禱告。

f. 為宣教士 Lewis & Felain (林奕勝、何少玲宣教士) 回加預

備兒子 Caleb 入大學事宜代禱。

g. 為宣教士莊敬一家人及在台中宣教及將來事奉工場代

禱。

h. 梁錢秀玉姊妹、張壽俊弟兄、郭書豫弟兄等，因疫情在

家留守，請為他們的身體健康代禱。

i. 為其他在家隔離或養病肢體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