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2022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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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令欽 弟兄 

 

雷灣短宣差遣禮: 謝飛鵬 牧師 

 



敬拜詩歌:  

【全然向祢】詞: 李信儀 / 曲:游智婷 

讚美之泉專輯(1)『讓讚美飛揚』CCLI: 3518209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永永遠遠 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 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腳步不離。 

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0pVMc5kQQ 

 
 

【奔跑不放棄】 詞 /曲: 曾祥怡 

讚美之泉專輯(20)『新的事將要成就』CCLI: 7125296 

每個狂風暴雨裡，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我得著能力。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我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NKXsR-H_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0pVMc5k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NKXsR-H_E%20


讀經：孫令欽 弟兄 

經文：使徒行傳 8 章 1-25 節 

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2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  

3      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裡。 

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5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6      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

聽從他的話。  

7      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

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  

8      在那城裡，就大有歡喜。  

9      有一個人，名叫西門，向來在那城裡行邪術，妄自尊

大，使撒瑪利亞的百姓驚奇；  

10      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稱為 神的大

能者。」  

11     他們聽從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奇。  

12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 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

連男帶女就受了洗。  

13     西門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與腓利在一處，看

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  

14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 神的道，就

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裡去。  

15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16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

的名受了洗。  

17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18     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  

19     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

聖靈。」  



20     彼得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 神的

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  

21     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22     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裡的意念可得赦

免。  

23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  

24     西門說：「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沒有一

樣臨到我身上。」  

25     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

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 

 

 

 

 

 

 

 

 

 

 

 

 

 

 

 

 

 

 

 

 

 

 
 

 

 

本週金句: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 

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使徒行傳 8 章 1、4 節               

                      

        



 

講員︰謝飛鵬 牧師 

題目︰福音在逼迫中傳開 

經文︰使徒行傳 8 章 1-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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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逼迫臨到教會的原因 

 

 

 

 

2. 福音在大逼迫中傳開 

 

 

 

 

 

3.撒瑪利亞門徒受聖靈 

 

 

 

 

 

4. 福音征服行邪術的人 

 

 

 

 

 



 

回應詩歌： 

【教會唯一的根基】歌譜參照：世紀頌讚 #458 

詞：Samuel J. Stone  / 曲：Samuel S. Wesley 

1.  教會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 

蒙主恩重新創立，栽培澆灌祝福 

主從天上來尋她，為主聖潔新婦 

捨身流血的代價，堅立永遠基礎 

 
2.  雖從萬邦選出來，信徒都成一體 

教會合一的根據，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唯一的聖名，同餐唯一天糧 

同懷唯一的希望，同蒙恩愛久長 

 
3.  雖她經歷了艱辛，受人譏笑毁謗 

內爭分裂了她身，異端叛逆中傷 

聖徒焦慮對問說，黑夜到底多長？ 

哭泣即將變歌聲，轉瞬便見晨光 

 
4.  她雖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 

已享安息的眾聖，奧祕永恆團契 

直到欲穿的望眼，看見榮光家鄉 

到時凱旋的教會，得享安樂無疆 
 

鏈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9NJTI1wxo 

 

 

 

 
 

 

 

 

 

 

 

 

 

 

 

 

 

 

 

 

 

 

 

 

 

 

 

 

 

 



 

 

 

聖餐經文：哥林多前書 11 章 23-29 節 

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   

      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 

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  

      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了。 

 

聖餐詩歌：《十架為我榮耀》歌譜參照: 世紀頌讚 #192 

詞:Fanny J.CROSBY  曲:William H.DOANE 

1.  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 

     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 

     並他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救主十架！ 

     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aJDJe1_A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aJDJe1_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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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堂主日崇拜事奉崗位: 

事奉崗位 8 月 14 日(下主日) 

主席/禱告/領詩/讀經: 趙永智 執事 

司事: 張雅梅 姐妹 

劉書敏 姐妹 
 

 

 

散會祝福歌: 

【我今天為你祝福】詞曲:小敏  詩集:迦南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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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 

講員︰謝飛鵬 牧師 

題目︰腓利留下的事奉榜樣 

經文：使徒行傳 8 章 26-4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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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灣 短宣》 

a. 雷灣短宣隊將會在 8 月 14 到 21 日期間，到雷灣，一

個安省北部城鎮，幫助當地 NorthWind 家庭事工機

構（NorthWind Family Ministries) 面向原住民的外展

活動。短宣隊在此期間每天將會進入原住民低收入社

區，組織戶外遊戲，演繹聖經短劇，分享福音。請為

他們路途平安，多結福音果子代禱。隊員如下︰ 

(成人) 謝禹庭傳道及謝師母、景宏源弟兄 、程粟一

姊妹, 靳陽弟兄，黃奕騁弟兄，郭嘉鎂姊妹，溫育榮

弟兄， Michelle Li 姊妹， Kevin Ko 弟兄 

(青少年) 陳雨欣姊妹，孫銘弟兄，劉怡涵姊妹，劉依

戀姊妹，Nathaniel Ko 弟兄 

b. 徵召 5 名義工司機於 8 月 14 日早上 8 時 15 分幫忙接

載 13 名成員，從教會出發到 Billy Bishop Airport (多

倫多市中心)，辦理登機和檢查手續。 

有負擔者，請聯繫謝飛鵬牧師或景宏源弟兄。 
 

3) 美堅堂由 8 月 3 日開始聘用 Steven’s Janitorial Service 清潔

公司負責教會日常清潔。時間︰每週三晚上 6 時後及每週

六晚上 10 時後，合約日期至本年 12 月 31 日止。 

4) 「深度探索奧沙華巿」一日遊: 8 月 12 日(週五)早上 9

時 30 分於教會停車塲上車，下午 6 時返抵教會。己購票

的兄姊準時在教會停車場集合，逾時不候。*請帶備水及

防曬用品。如有查詢，請聯絡教會辦公處(416)498-3399. 
 

5)   35 週年堂慶聯合浸禮已於昨天在善牧堂舉行，共有位 5

位兄姊接受浸禮，請為他們代禱，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

及靈命。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2.8.7 



(英文堂)︰Andy Huang,  Derek Hum,  Evangeline Wen、 

(粵語堂)：何尚嫺、 (國語堂)：朱文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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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RiUjFoeEt

0bmlHN29yZXF2aXRYU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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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到教會參加實體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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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聯會消息》 

1. 聯會媒體資源部與北約華基教會將於 8 月 13 日(星期六) 

聯合舉辦「信徒靜修日營」(粵語主講），時間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半。地點在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32 Kern Rd, 

North York, ON M3B 1T1) 。由黃嘉兒導師主領。名額有

限，請於 8 月 9 日前報名。費用每位 10 元（包午餐）。

查詢詳情請致電聯會媒體部同工 Hansen（905）479-

2236 ext. 300。 

2. 全時間神學生資助 

華基聯會差傳部議决 2022 年度資助 以下全時間神學生。 

多倫多華基  - 李芷雯，Priscilla Leung, 李水竹，鍾加彥,  

城北華基 -  陳嘉慧，林曉諾，馬燕，洪志嫦 

百里華基 - 肖穎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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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rKzZrV1U2R3FtcF

RWRnZvUFFIQT09 

會議 ID:  872 6241 0460              密碼:  123456 
 

國語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6869313460?pwd=RE05bEorTTJIcmZjS2

FKc0pMTE1EQT09 

會議 ID:  868 6931 3460              密碼: 100100 
 

英文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621732238?pwd=Zk1aOWtxdlJxbGFRd

1pGb1dXTE5jZz09 

會議 ID: 886 2173 2238               密碼: 111222 
 

兒童主日學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SVRsay9T

cGV3WEtIM1Q4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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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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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