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2021 年 11 月 14 日） 

宣召 – 詩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當肅靜， 在主前當肅靜，阿們。 

(摘自 哈巴谷書 2 章 20 節) 

禱告︰謝飛鵬 牧師 

敬拜詩歌: 《怎能如此》詩集:青年聖歌 II  #95 

詞:Charles WESLEY 曲:Thomas CAMPHELL 

劉福群, 何統雄合譯 

 

1. 怎能如此，像我這罪人，也能蒙主寶血救贖？ 

    因我罪過使祂受苦，因我罪過，使祂受死， 

    奇異的愛，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2. 我的心靈多年被囚捆綁，被罪包圍，幽暗無光， 

    主眼發出復活榮光，使我覺醒，光滿牢房； 



鎖鏈斷落，心得釋放，我起來跟隨祢前往。 

 

3.  不再定罪，今我再不畏懼，耶穌與他所有屬我， 

     我活在永活元首裡，穿起公義聖潔白衣， 

     坦然進到神寶座前，因我救主，我得榮冕。 

 

副歌：奇異的愛，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LVxQO0rBk 

 

讀經：謝飛鵬 牧師 

經文: 以弗所書 1章 17-19節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 

   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9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本週金句: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

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以弗所書 1 章 17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LVxQO0rBk


講員︰孫慕華 傳道 

題目︰「求神使我們真知道祂」 

經文︰以弗所書 1 章 17-19 節 

---------------------------------------------------------------------------- 
 

 

大綱： 

 

1.求神使我們真知道祂 

 

 

 

2.求神使我們知道祂的恩召多麼有盼望 

 

 

 

3.求神使我們知道祂的產業多麼豐盛 

 

 

 

4.求神使我們知道祂的能力多麼浩大 

 

 

 

 

 

 

講道後經文思考及問題探討： 
 

你從經文和講道中，聽到神對你說什麼？ 

準備怎麼回應？ 



回應詩歌：《更多認識基督》 

詞: Eliza Edmunds Hewitt 曲: John Robson Sweney  

 

1. 我願更多認識基督，更多追蹤祂的道路； 

   更多認識祂的救贖，更多享受祂的豐富。 

 

2. 更多認識復活大能，更多經歷無窮生命； 

   更多取用升天權柄，更多有分榮耀得勝。 

 

3. 更多得著聖靈啟示，更多知道父神意思； 

   更多看見幔內的事，更多模成基督的死。 

 

4. 更多相信主的聖言，更多仰望祂的憐憫； 

   更多愛慕祂的顯現，更多盼望祂的再臨。 

 

副歌: 更多認識基督，更多認識基督。 

      更多認識祂的救贖，更多享受祂的豐富。 

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8kx5mra-M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福—謝飛鵬 牧師 

阿們頌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2021 年 11 月 21 日)︰ 

          講員 : 謝飛鵬牧師 

     題目︰願我們在基督台前得獎赏 

     經文︰歌林多前書 3: 9-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8kx5m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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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承蒙孫慕華傳道蒞臨國語堂證道，謹此致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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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登記 11 月 21 日(下主日)崇拜，請於 11 月 18 日上午     

9:30 至 11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登記)  

    粵語堂: https://cantonese-service-1121.eventbrite.ca 

    國語堂: https://mandarin-service-1121.eventbrite.ca 

    英語堂 : https://english-service-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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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執事會消息》: 

a. 會員大會 將於 11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舉行。 

郵寄投票在 11 月 14 日及 21 日(星期日)進行。 

郵寄投票時間︰ 

早上 9 時至 9 時 15 分 

早上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15 分 

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 時 

 

投票地點︰美堅堂大禮堂門外接待處 

 

所有進入教會投票的會員﹐必須接受政府指定的新冠

肺炎篩查表申報及量度體溫，並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1.11.14 

https://cantonese-service-1121.eventbrite.ca/
https://mandarin-service-1121.eventbrite.ca/
https://english-service-1121.eventbrite.ca/


 

會員大會的議程包括︰ 
 

i) 接納通過 2022 年度美堅華人基督教會財政預算如下： 

                1.   全年經常費及營運費用總數:            $820,031.45 

2.  擴堂認獻:                        $  50,000.00 

              總數:               $870,031.45 

      ii) 接納通過美堅堂的第四號附則章程修正案，允許在未

來的會員大會進行電子會議及電子投票。 

 

  5)    執事會於 11 月 16 日(週二)晚上 7 時在 Zoom 舉行，請各   

         同工及執事準時出席。 

 

6)  《同工消息》︰許卓憑牧師計劃明年 4 月底退休，執事   

      會已經同意，並邀請謝飛鵬牧師、趙永智執事、張近中   

      姊妹、景宏源弟兄作為聘牧委員會，安排為國語堂聘請 

      一位新的牧者。請大家為許牧師的退休安排和教會的聘 

      牧禱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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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VnbVdV

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Meeting ID: 880 2199 6139   Passcode: 111222 

 

 

 

 備註︰2022 年美堅堂財政預算及美堅堂的第四號附則

章程修正案的文件已加插入本週的程序表附頁內，並

同時張貼在教會報名版上及上載到教會網頁供會員審

查。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李維信牧師聯絡。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8) 國語堂消息︰  

a. 祈禱會︰(每週四)晚上7：30開始，9時结束。深望大家 都

盡量來參加禱告會，來敬拜親近神，也為弟兄姊妹們的需

要代禱，為教會守望。  

     Zoom ID 是：850 8560 2370，密碼是：746338。 

   

  b.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分的主日崇拜 Zoom 平台直播，歡   

      迎登入以下鏈結参加崇拜及會後分組經文思考及問題探   

      討。會議 ID: 875 7005 5078  密碼: 123123 

崇拜後，講道內容會上載到 Youtube 平台， 

兄姊可鏈結至以下鏈結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c/videostreammccc 

 

9)  聯會消息 : (2021 年 11 月 14 日) 

1. 華基聯會大會 (ACEM Conference) 將於 11 月 27 日 (星

期六) 上午 10:00 在愛正華基(100 Acadia Avenue ,  

Markham) 停車場舉行。 並於 11 月 20 日(本週六)上午

10:00 舉行網上資詢會。請各堂代表準時出席。 

2.《華基家訊》十一月號 「教會, 不一樣的職場 」經已出

版。請向華基各堂會免費取閱，或到聯會網 址下載本期內

容  -  http://acem.ca/ch。手機在線閱讀（免下載）網址：

shorturl.at/mAOSV  

3. 陳偉泉、楊珍愛 (神州華傳) 

感謝神，在香港休養期間,  他們能藉 Zoom 平台帶領聚會

及教授課程。 請在禱告記念他們返回巴西里約工場服侍， 

求神引領事工能按主心意而行。里約兩地教會在 11 月除了

有網上短宣外，也有「家庭的祭壇 」的教導。求主使用

Zoom 平台的服侍，使更多肢體參與及領受神的旨意。感

謝神，他們可以在 12 月返回巴西前接受新冠病毒第三針疫

苗。 請為他們能有健康的身體服侍主代禱 。 

 

 

https://www.youtube.com/c/videostreammccc


 

 

網上銀行奉獻轉帳方法 

僅以下 5 間銀行可適用於教會的網上奉獻： 

• 滿地可銀行（BMO） 

•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 

•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 

• 道明加拿大信託銀行( TD ) 

• 豐業銀行 (Scotia) 

請按照以下步驟操作： 

1.  透過網上平台或手機登錄到您的銀行帳戶。 

2. 加入公司或收款人 

如選擇在滿地可銀行,皇家銀行,道明銀行或豐業銀行帳         

戶： 

請搜索“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如選擇帝國銀行 CIBC： 

請搜索“ Milliken Christian Com. Church” 

3. 選擇你的合適的銀行戶口號碼, 作為轉帳 

4. 輸入你的 5 位數字的奉獻號碼後, 加入以下其中一個英

文字 母在最後( G ,B ,M 或 T) , 以識別你那所奉獻的類

別。 

         常費 -- G / 建堂 --  B  / 宣教 -- M  /  慈惠或感恩 – T 

假如你的奉獻號碼是 12345, 你輸入後 5 位數字後,  

再加入你所選擇的奉獻類別:  

你應該輸 12345G / 12345B / 12345M 或 12345T 

**如果你的奉獻號碼只有 3 個數字， 

      你必需在前方加上 2兩 “0”. 

5.  假如你希望在不同的項目上都作出奉獻，你可以同時設

立 4個不同的奉獻帳號﹐那就是在你的 5位奉獻數字後

加上 ( G, B,M 或 T), 建立 4 個不同的奉獻類別。 

6.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教會財務部趙永智執事 Steve    

      Chao，647-525-8889 

 

 



國語堂 2021年第三季成人主日學 (主日網上課程 Zoom)  

<課程簡介 > 

---------------------------------------------------------- 

1. 信仰研討班                教師:王洪姊妹及數位助教  

上課日期︰9 月 12日至 11月 28日  

上課時間︰晚上 8:30至 9:30 在 Zoom 舉行 
 

我們會有系統地教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以幫助慕道的和

有想要更明白真道的弟兄姐妹們在靈裡的成長，並包括回

答關於真道的疑問。歡迎所有慕道的朋友、想要受洗的信

徒，和願加深對真道的了解的弟兄姐妹們來參加。 

------------------------------------------------------------ 

研讀路加福音 (下)               教師: 許卓憑牧師    

上課日期︰9 月 5日至 11月 28日                  

 (適合已信及初信的弟兄姊妹參加) 

上課時間︰晚上 7時至 8時  在 Zoom 舉行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位外邦人信徒，在芸芸新約的作者中，

就只有他不是猶太人；這是他獨特之處。 

他是個醫生(西 4:14)，可能基於這因素，導致他滿抱悲天

憫人的情懷。有條理地將耶穌基督的一生從出世、死亡到復

活，呈獻於讀者眼前。路加在書中解釋耶穌是誰，祂做了甚

麼，為甚麼來臨，以及祂如何預備門徒。使他們可承擔神所

計劃的使命。查考路加福音可以更深的認識基督。知道我們

所信的是誰，好認定祂，跟從祂和事奉祂。 

---------------------------------------------------------- 

報名請 電郵 或 微信 陳佳德傳道或許錦如姊妹 

陳傳道:    j-d-chen@hotmail.com 

許姊妹︰josephinehsu90@gmail.com  

 

mailto:j-d-chen@hotmail.com
mailto:josephinehsu90@gmail.com


國語堂教牧同工手機： 

謝飛鵬牧師 647-707-7724 

許卓憑牧師 647-229-0103 

http://mccc.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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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 

創會牧師： 高雲漢牧師 

粵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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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聯絡： 

辦公室電話： (416) 498-3399，電傳：(416) 498-5234 

電郵：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教會網址︰mccc.on.ca 

http://mccc.on.ca/
mailto:mccc.edmondc@gmail.com
mailto:mccc.jchen@gmail.com
mailto: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