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2022 年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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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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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德 傳道 
 

 

 



敬拜詩歌:  

【有一位神】詞: 萬美蘭 / 曲：游智婷  

讚美之泉專輯(1)『 讓讚美飛揚』 CCLI: 3520053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oivk4W7EY 

 

【獻上自己為祭】詞：洪啟元 / 曲：游智婷   

讚美之泉專輯(5)『全能的創造主』  CCLI: 3518821 

獻上自己為祭 完全降服於祢， 

靈火熊熊來焚燒，恩膏厚厚濕衣襟， 

邁開征戰步伐，高舉基督旌旗，  

祢看我們為華冠，以我們為精兵。  

讓我們重建大衛倒塌的帳幕， 

我們起來堵住其中的破口，  

重修毀壞的祭 壇、釋放被擄的靈魂， 

願祢榮耀的國度降臨。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FVMLft5f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oivk4W7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FVMLft5fI


讀經：陳佳德 傳道 

經文：使徒行傳 6 章 1 至 7 節 

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

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 神的

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

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

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

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

上。  

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本週金句: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書 4 章 1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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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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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管理不善引發了一個大危機 

 

 

 

 

 

 

2. 更加合理的組織架構被建立 

 

 

 

 

 

 

 

3. 神的道因此得到進一步興旺 

 

 

 

 

 

 

 

 

 



回應詩歌： 

【福哉！以愛聯繫】歌譜參照：世紀頌讚 #459 

詞：John Fawcett  / 曲：Johann H. G. Nageli 

1) 福哉以愛聯繫，聖徒心心相契； 

彼此交通，一情一意，真如在天無異。 

 

2) 在父恩座之前，同心尋求眷憐； 

有望同盼，有苦同難，同憂、同樂、同安。 

 
3) 軟弱彼此體諒，重擔互相擔當； 

一人心傷，眾人淚淌，充滿同情心腸。 

 
4) 每逢彼此分離，總是難免依依， 

但身雖離，靈仍一起，且有再會之期。 

 
5) 盼望那日快顯，再無離別辛酸； 

相愛更親，相交更甜，同樂直到永遠。 
 

鏈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V342A5w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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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V342A5w5I


 

 

 

 

 

 

 

 

 

 

 

國語堂主日崇拜事奉崗位: 

事奉崗位 7 月 3 日(下主日) 

主席/禱告/領詩/讀經: 鄭國清弟兄 

司事:  尹曉娟 姐妹 

 林     清 姐妹 
 

 

 

 

散會祝福歌: 

【我今天為你祝福】詞曲:小敏 迦南詩選精選 #704 

我今天為你祝福，耶和華必天天看顧， 

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華必一路保護， 

你當除去恐懼的心，因為這不是從神來， 

靠著耶穌永不搖動，我們一生蒙了大福。 

 

鏈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UsNCBUG48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 (2022 年 7 月 3 日)︰ 

講員︰謝飛鵬 牧師 

題目︰教會歷史上第一個殉道者 

經文：使徒行傳 6：8-15 及 7：54-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UsNCBUG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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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消息》 (6 月 21 日) 

a. 執事會接納陳佳德傳道辭去國語堂義務傳道的工作，由

6 月 26 日起生效。他仍會繼續在美堅國語堂聚會及事奉。

在 此，執事會多謝陳傳道在教會作義務傳道的事奉，願

神祝 福他及他的家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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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們邀請鄰居和朋友一同参加。 

 

c. 教會已聘請 Adrienne Luong、 Jeffrey Zhu (朱家良) 、 

    Euan Ho (何裕恩) 及 Sherman Lee (李灝濂) 為美堅堂暑

期兒童助理，由現在至 8 月中。工資由加拿大政府

Canada Summer Jobs 提供。請為他們的事奉禱告。 

 

3) 教會辦公室兼職助理 Kaman 姊妹將休假兩個月，期間

會由國語堂 Josephine 姊妹代為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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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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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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聯會消息》  (2022 年 6 月 26 日)  

1. 華基聯會大會 (ACEM Conference)  於今主日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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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或以上者，名額為 80 人。每人資助金額為總支出的

50%，以不超過加幣$600 為限。請於 2022 年 8 月 1 日前用

電郵遞交申請表到 missions@acem.ca (請在 www.acem.ca 下

載申請表格）。查詢請致電聯會差傳部同工 Cathy Nguyen 

（905-479-2236 x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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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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今天 6/26/2022 沒有課，因故遞延一次。 
----------------------------------------------------------------- 

 

網課均可直接上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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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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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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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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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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