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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
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
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
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禱告︰(Bryan) 孫令欽 弟兄

敬拜詩歌: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詞曲:葛兆昕
讚美之泉專輯(5)『全新的你』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祢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祢配得敬拜和尊崇 ，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我們高舉祢聖名直到永遠 。
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Giy4M6NMI
【順服】 詞曲：余盈盈
讚美之泉專輯(19)『這裡有榮耀』CCLI: 7025187
當我不明白 事情的由來 信心不足的時候 求主幫助
生命在於祢 萬事皆屬祢
信心動搖的時候 我要信靠
我相信祢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相信祢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 我甘願 謙卑順服
我相信祢的應許 倚靠祢的恩典
我甘願 謙卑順服
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1AMuYdykw
讀經：(Bryan) 孫令欽 弟兄

經文：出埃及記 2 章 1 至 10 節

1 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
2 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個
月，

3 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
將孩子放在裡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

4 孩子的姊姊遠遠站著，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
5 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她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她
看見箱子在蘆荻中，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

6 她打開箱子，看見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憐他，說：
「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

7 孩子的姊姊對法老的女兒說：「我去在希伯來婦人中叫
一個奶媽來，為你奶這孩子，可以不可以？」

8 法老的女兒說：「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親
來。

9 法老的女兒對她說：「你把這孩子抱去，為我奶他，我
必給你工價。」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10 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裡，就作了她的
兒子。她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
裡拉出來。」

本週金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書 22 章 6 節

講員︰吳端揚 牧師
題目︰基督徒父母典範 - 暗蘭夫婦
經文︰出埃及記 2 章 1 至 10 節
------------------------------------------1. 一門三傑的締造者

2. 信心榜上的偉人

3. 摩西隱藏的教師

講道後經文思考及問題探討：
1. 你同意箴言 22：6 的話嗎？
如果是的話，你將會怎樣實行呢？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書 22 章 6 節

2. 你的孩子若已長大了，你又會怎樣領他信主呢?

回應詩歌：
【樂哉家庭歌】 詩集:生命聖詩 #507
詞: Henry Ware 曲: John Bacchus Dykes
1. 有主居衷，樂哉家庭，各人和平相親；
一心仰望，同心禱祈，相愛共享天憩。
2. 基督作主，福哉家庭，敬愛耶穌尊名；
孩童從小歌頌主名，父母愛主熱誠。
3. 禱聲上騰，榮哉家庭，讚美樂音不停；
一家大小，愛慕主言，屬天智慧堪羨。
4. 求使我眾家家和睦，愛中同享恩沐；
締結我心，愛主真純，愛中同享天倫。
鏈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GJVm5xn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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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6 日)︰
講員︰謝飛鵬牧師
題目︰教會的組織架構是重要的
經文：使徒行傳 6 章 1-7

國語堂主日崇拜事奉崗位:
事奉崗位

6 月 26 日(下主日)

主席/禱告/領詩/讀經:

陳佳德 傳道

司事:

斯

靜 姐妹

洪

靜 姐妹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2.6.19

1) 感謝神，教會現設有實體崇拜及網上平台敬拜。請兄
姐繼 續為疫情禱告，彼此支持及代禱。
2) 今主日承蒙吳端揚牧師蒞臨國語堂證道，謹此致謝。
3) 今主日為父親節，教會謹祝各位爸爸「父親節快樂，主
恩常在」！
4) 執事會於 6 月 21 日 (週二) 晚上 7 時在 Zoom 舉行，請
各同工及執事準時出席。
5) 加拿大日社區外展活動: 將於 7 月 1 日上午 11:00 至下
午 2:00 在教會停車場舉行。屆時將有預先包裝好的小食
送贈、攤位遊戲、為加拿大祈禱，及各項表演節目。歡
迎弟兄姊妹們邀請鄰居和朋友一同参加。
6) 感謝神，粵語堂今主日崇拜時段內，黃仕偉、陳美英夫
婦接受澆水禮，在眾人面前表明願意接受耶穌為自己生
命的救主。請弟兄姊妹們為他們禱告，求主堅固他們的
信心。
7) 《兒童事工》︰
教會已聘請 Jeffrey Zhu (朱家良) , Euan Ho (何裕恩) 及
Sherman Lee (李灝濂) 在 6 月至 8 月期間為暑期兒童助
理，請為他們的事奉禱告
8) 國語堂消息︰
a. 祈禱會: (每週四)晚上7:30開始，9時結束。深望大家都
盡量來參加禱告會，來敬拜親近神，也為弟兄姐妹們的
需要代禱，為教會守望。
會議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953303723?pwd=QlRiUjFoeE
t0bmlHN29yZXF2aXRYUT09
會議ID: 889 5330 3723
密碼: 78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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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 6931 3460

密碼: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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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
https://www.youtube.com/c/videostreammccc
9) 《聯會消息》 (2022 年 6 月 19 日)
1.華基聯會大會 (ACEM Conference) 於 6 月 26 日 (星期日) 下
午 3:00 - 5:00 在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副堂實體舉行，將為多
項議程作出討論和議決。請各堂代表務必準時出席。
2. Urbana 2022 將於 12 月 28 - 31 日在美國印第安納州, 印第
安納波利斯市中心舉行。 華基聯會差傳部將資助全時間參
加者。申請者須爲華基教會會員或恆常參加華基教會聚會兩
年或以上。首 80 名合資格申請者每人最高資助爲總支出
50%或加幣$600。請於 2022 年 8 月 1 日前用電郵遞交申請表
(可在 www.acem.ca 下載）。查詢請致電聯會差傳部同工
Cathy Nguyen 905-479-2236 x 500。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堂 2022 年第二季成人主日學 (網上 Zoom 課程)
上課日期︰5 月 1 日至 7 月 17 日
--------------------------------------------------------------

1. 信仰研討班

教師:陳佳德傳道及數位助教

上課時間︰每(週日)晚上 8:00 至 9:30
ZOOM# 896 4251 7995 密碼: 2002001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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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初信造就班 新生命成長 - 2
教師: 程粟一姊妹
上課時間︰每(週日)晚上 7:00 至 8:30
ZOOM# 841 0922 1871 密碼: 400400
歡迎渴慕在主裡健康成長的弟兄姊妹，特別是近年剛受
過洗的初信者，希望養成好的屬靈生活習慣的弟兄姊妹
參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約瑟:一件彩衣帶來的變幻人生

教師:計嘉欣姊妹
上課時間︰每(週日)晚上 8:00 至 9:00
ZOOM# 825 6141 9792 密碼: 500500

約瑟傳奇的一生是舊約精彩故事之一。
透過學習約瑟的人生，幫助我們思考神在我們每個人生
命中的計劃。
-----------------------------------------------------------------

可直接上課報名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3X3
Tel. (416) 498-3399 Fax (416) 498-5234
E-mail: 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Web-site: http://mccc.on.ca WeChat: 437-988-1886

粵語堂: 早上 9 時 15 分 實體及 YouTube
國語堂: 早上 11 時 15 分 實體及 YouTube / Zoom
英語堂: 早上 11 時 15 分 實體及 YouTube / Zoom
兒童/青少年主日學: 早上 9 時 15 分 實體
早上 11 時 15 分 實體及 Zoom
粵語堂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7262410460?pwd=SDRrKzZrV1U2R3Ftc
FRWRnZvUFFIQT09
會議 ID: 872 6241 0460
密碼: 123456
國語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6869313460?pwd=RE05bEorTTJIcmZjS
2FKc0pMTE1EQT09
會議 ID: 868 6931 3460
密碼: 100100
英文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621732238?pwd=Zk1aOWtxdlJxbGFR
d1pGb1dXTE5jZz09
會議 ID: 886 2173 2238
密碼: 111222
兒童主日學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SVRsay9
TcGV3WEtIM1Q4dz09
會議 ID: 880 2199 6139
密碼: 1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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