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粵語堂主日崇拜（2022 年 9 月 25 日） 

宣召︰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 

因此，祂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祂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 

將祂的道指教他們。 

凡遵守祂的約和祂法度的人， 

耶和華都以慈愛信實待他。 

詩篇 25:8-10 

 

唱詩: 李鄺麗薇師母              司琴/伴奏: 譚鄺穎詩               

【讓我靈  頌祢名】齊唱短歌第 01 集，16 

   讓我靈，頌祢名，盡去煩慮讓我清心敬拜， 

讓我靈，頌祢名，用我靈用我的歌聲讚美， 

頌讚聲，相呼應，在我心的深處響起， 

讓我靈，頌祢名，是我靈在這刻深深渴慕祢。 

 

 

 

 

 



【原來是耶穌】曲、詞：亞薩 詩集：揀選（團契遊樂園 6） 

1. 是誰令我，迷霧裡覓曙光，困惑跌倒，前路也願去闖； 

   是誰令我，危難裡亦勇敢，世事變遷不改我路向。 

2. 是誰令我，尋著意義而活，獻奉這生，來盡發熱發光， 

   是誰伴我，無後悔踏遠方，也令我知真方向。 
 

副歌: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總不放棄。 
 

3. 是誰用愛，平伏往日創傷，貼近我心，除掉往日模樣； 

   是誰用愛，成就往日夢想，眼淚抹乾不需往後看。 

4. 是誰用愛，同渡各樣壓迫，照亮我心，無懼世俗拍擊， 

   是誰用愛，長路結伴去闖，也伴我走真方向。 
 

副歌: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總不放棄。 

      原來是耶穌，祂的愛未變；原來是耶穌，恩手引導。 

      原來是耶穌，給我不死的愛，令我堅定前行。 

                                     

經文: 以西結書 46:1-15 (和合本修訂版)   讀經: 蘇巧珍 

1    主耶和華如此說：「內院朝東的門，在六個工作的日子必  

      須關閉；惟有安息日和初一要敞開。  

2    王從外面要由門的走廊進入，站在門框旁邊；祭司要為他

預備燔祭和平安祭，王要在門的門檻那裏敬拜，然後退出。

這門直到晚上不可關閉。  

 3    安息日和初一，這地的百姓要在這門口，在耶和華面前敬

拜。  

4   安息日，王要用六隻無殘疾的羔羊、一隻無殘疾的公綿羊，   

      獻給耶和華為燔祭；  

5   同獻的素祭，要為公綿羊獻一伊法細麵，為羔羊則按照他 

     的力量獻，一伊法要加一欣油。  



6   初一，他要獻一頭無殘疾的公牛犢、六隻羔羊、一隻公綿 

     羊，全都要用無殘疾的。  

7   他也要預備素祭，為公牛獻一伊法細麵，為公綿羊獻一伊 

      法細麵，為羔羊則按照他的力量獻，一伊法要加一欣油。  

8   王進入的時候要由這門的走廊而入，也要從原路出去。 

9 「在各節期，這地的百姓朝見耶和華的時候，從北門進入 

      敬拜的，要由南門而出；從南門進入的，要由北門而出。 

      不可從進入的門出去，要往前直行，從對面的門出去。  

10  他們進入時，王也跟他們一同進入；他們出去，他也要 

      出去。 

 11 「在節期和盛會的日子同獻的素祭，要為一頭公牛獻一伊 

       法細麵，為一隻公綿羊獻一伊法細麵，為羔羊則按照各   

       人的力量獻，一伊法要加一欣油。  

 12 王奉獻甘心祭，就是向耶和華甘心獻的燔祭或平安祭時， 

      當有人為他開朝東的門。他就獻上燔祭和平安祭，與安息 

      日所獻的一樣，然後退出。他出去之後，當有人將門關 

      閉。」 

13 「每日，你要取一隻無殘疾一歲的羔羊獻給耶和華為燔祭； 

      要每天早晨獻上。  

14   每天早晨你也要預備同獻的素祭，六分之一伊法細麵， 

      並三分之一欣油，調和細麵。這素祭要經常獻給耶和華， 

      作為永遠的定例。  

15 每天早晨要這樣獻上羔羊、素祭和油，為經常獻的燔祭。」 

 

 

 

 

 

 

 

 

 

本週金句︰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馬書 12:1 



講員 ︰李維信牧師 

題目  : 「以西結書 (十九) :充滿上帝恩典的敬拜 」 

經文 ︰以西結書 4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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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 

何謂充滿上帝恩典的敬拜 ? 

 

需要留意 : 

 

(一) 屬靈敬拜的領袖 

 

 

 

(二) 屬靈敬拜的秩序 

 

 

 

(三) 屬靈敬拜的規律 

 

 

 

(四) 屬靈敬拜顯公義 

 

 

 

(五) 屬靈敬拜的契合 

 

 

 



回應詩:【願那靈火復興我】曲 / 詞 : 楊伯倫 

 1.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心何處失落 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明媚的春光裡 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們陶醉 我們歡樂 早把主恩典忘記 
 

2.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希望何處失落 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穩妥的事業裡 在迷人的笑聲中 

   我們遊戲 我們沉迷 早把主恩典忘記 
 

3.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愛心何處失落 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艱苦的歲月裡 在百般的試煉中 

   我們禱告 我們儆醒 毋把主恩典忘記 
 

4.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望愛何處失落 我願悔改現在就得著 

 

 

 

三一頌 

 

祝福  

 

報告 

 

散會詩: 【合神心意】  曲、詞：唐崇明牧師 

 

我不願再虛度此生  畢生一事無成 

多少機會已流失      如今不能再空等 

      

副歌:  合神心意  合神心意  這是我心所求 

願主堅定我心志   使我合神心意 
 

 

 

 



粵語堂下主日崇拜: 10 月 2 日 

 

 

 

 

 

 

 

 

 

 

 

 

 

 

 

 

 

 

 

 

 

 

 

 

 

 

 

 

 

 

 

 

 

 

 

 

 

  講員:  李維信牧師 

  主題: 「希伯來書(一) : 更美的主，耶穌基督」 

  經文:  希伯來書 1:1-14, 3:1-6, 7:26-28 

  金句:  羅馬書 5:8 

事奉崗位 10 月 2 日(下主日) 

領詩: 鄭保光 

司琴/伴奏: 曾慧儀 

讀經: 陳仲毅 

音響: 莫榮安 

放映: 司徒永彥 

司事: 司徒黃美鳳 



1)  感謝神，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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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會》於9月27 日(週二) 晚上7 時在Zoom 舉行，  

     請各同工及執事準時出席。 

 

3) 《執事會消息》9月13日 

 a. 粵語堂將聘請神學生黃心智弟兄(Sam Wong)於 9月19 

     日開始為部份時間粵語實習同工。 

 b. 國語堂將聘請何敏儀姊妹於10月1日開始為部份時間國 

     語實習同工。 

4)  《肢體消息》 

   a. 李立仁，李賴小蓉夫婦（Bernard & Auntie Rebecca）

已於上週三移居愛民頓市，他們夫婦謹此感謝各同工及

弟兄姊妹的愛心與問候。願主賜福他們的新生活。 

 

   b. 國語堂李立雲姊妹(Winnie)的兒子(Alvin)和謝飛鵬牧師

的大女兒(Kirstin) 將於10月1日(週六)下午1點在善牧堂

舉行婚禮，歡迎弟兄姊妹到塲觀禮或參加線上婚禮，求

主賜福一對新人，並請為他們的婚禮禱告。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127848765?pwd=RlZCNkt

BTURkS0lNRW1LalMxK2lkdz09 

會議︰811 2784 8765           密碼: 222888 

 

5) 《ESL英文班》已開始上課，現正尋求一位老師暫代何

白安琪姐妹 (Angela Ho) 的初級英語會話及聖經故事班，

有意者請聯絡李維信牧師。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2.9.25 

https://us02web.zoom.us/j/81127848765?pwd=RlZCNktBTURkS0lNRW1LalMxK2lk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1127848765?pwd=RlZCNktBTURkS0lNRW1LalMxK2lkdz09


6) 《週三網上兒童課後活動班 》 

      日期: 9 月 14 日起 (逢星期三) 

       時間: 下午 4:00-5:00 

       對象: 一年級至八年級 

       內容: 包括學習技巧輔導，網上集體遊戲及聖經故事。 

       導師: 阮仲謙牧師 (Pastor Tim) 

       報名: 請聯絡阮仲謙牧師 416-709-1313 或   

mccc.timy@gmail.com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1054384232?pwd=cW1LU05G

RGFSMkkrRWJJUGg2cHhJdz09 

    會議 ID: 810 5438 4232    密碼: 200200 
 

7) 《小學課後英文班》:  

    日期: 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 3:45-5:30 

    對象: 一年級至六年級 

    內容: 小學一至三年班: 閱讀、理解、詞彙、寫句子/段落  

              短篇小說和傾聽; 小學四至六年班: 作業輔導 

**由退休安省註冊老師教授 (費用全免) 

    查詢及登記請聯絡阮仲謙牧師 416-709-1313 或

mccc.timy@gmail.com 
 

8)  《少年籃球訓練班》 

      日期: 9 月 27 日至 12 月 13 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下午 4:00-5:30 

      對象: 9 歲至 11 歲少年 

      地點: 105 Gibson Centre 

      費用: $100 

      報名: https://105gibson.com/online-registration/ 

                (10 月 11 日為最後報名限期) 

mailto:阮仲謙牧師416-709-1313%20或%20%20%20mccc.timy@gmail.com
mailto:阮仲謙牧師416-709-1313%20或%20%20%20mccc.timy@gmail.com
https://us02web.zoom.us/j/81054384232?pwd=cW1LU05GRGFSMkkrRWJJUGg2cHhJ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1054384232?pwd=cW1LU05GRGFSMkkrRWJJUGg2cHhJdz09
mailto:查詢及登記請聯絡阮仲謙牧師416-709-1313或mccc.timy@gmail.com
mailto:查詢及登記請聯絡阮仲謙牧師416-709-1313或mccc.timy@gmail.com
https://105gibson.com/online-registration/


 

9)  《社區外展部: 太極養生班》 

    日期 : 10月6日起(共10堂) 逢週四 

    時間: 早上10時正(每堂大約45分鐘至1小時) 

    地點: 美堅教會 

    老師: 汪嘉翰牧師 

    費用: 全免 (由於地方所限，最多只收20個學員，額滿即止) 

    課程: 包括介紹太極拳的效應，實踐太極拳的要訣及學  

 習吳家簡化太極拳十式。每堂內容包括熱身、太   

 極拳呼吸調色及吳家簡化太極拳十式的練習。讓 

 學員認識並實踐練習太極拳的心法要訣，進而走 

 向健康養生之道。(課後並有啟發課程分享) 

報名: 請聯絡Rossana黃太(粵語或英語) 416-451-9992或  

          斯靜 (國語) 647-863-1559 
 

10)《粵語堂消息》 

a. 10 月份的粵語堂主日崇拜講員、主題及經文內容: 

日期 講員 主題 經文 金句 

10/2 李維信牧師 「希伯來書(一) :  

更美的主，耶穌基督」 

希伯來書 1:1-14, 

3:1-6, 7:26-28* 

羅馬書 5:8 

10/9 李維信牧師 「獻上感謝的活祭」 詩篇 100:1-5 哥林多彼後書

2:14 

10/16 李維信牧師 「希伯來書(二) : 

屬靈生命的危機」 

希伯來書 5:11-

6:12; 10:26-39** 

羅馬書 1:20 

10/23 林文慧 

宣教士 

差傳主日 (題目待定) 待定 羅馬書 10:9-10 

10/30 差傳年會 「華基行傳 : 華基精

神，世代相傳」  

使徒行傳 1:8 使徒行傳 20:35 

 

 

 

 



b. 粵語堂十月事工一覽表 

日 期 時 間 聚 會 

10/4 (週二) 9:30 am – 6:00 pm 社區外展一日遊 

10/9 (主日) 10:15 am – 11:00 am 35th 週年美堅 Prayer Walk 

10/15(週六) 9:30 am – 3:00 pm 粵語堂敬拜部退修會 

10/22(週六) 5:00 pm – 6:00 pm 粵語堂佈道會社區派單張 (上) 

10/23(主日) 9:15 am – 10:30 am 華基差傳主日 

10/23(主日) 10:30 am – 11:30 am 粵語堂佈道會社區派單張 (下) 

10/29(週六) 7:30 pm – 9:30 pm 粵語堂佈道會(實體) 

10/30(主日) 9:15 am – 10:30 am 第 44 届華基差傳大會 

 

c.《堂委會》: 於9月25日(今主日)下午3時30分在Zoom舉行， 

請各職員準時出席會議。 
 

d. 《嘉年團》將於10月8日( 週六) 下午2時舉行感恩節見證

分享，聚會以實體形式在教會禮堂舉行，歡迎嘉年團的

老友記、新受浸的肢體及弟兄姊妹參加，一同數算神的

恩典。你可以用詩歌，經文或個人的經歷與大家分享。

如你有感動在當日分享，請盡早與教會秘書Sam 聯絡，

電話︰ 437-988-1886 我們期待你的參與。 
 

e. 《粵語堂敬拜部》將於10月15日(週六)上午九時半至下

午三時，舉辦敬拜退修會。由孔慶光牧師 Rev. Larry 

Hung主講。更有不同工作坊，適合領唱、伴奏、詩班、

音響、OBS、司事、讀經、投影片PowerPoint 製作人員



參加。現正參與敬拜部的事奉人員務必出席。另外，歡

迎有心志在敬拜事工事奉的兄姊一同前來參加。附有午

餐供應。請在9月30日前用電郵向 

    Josella (josellawong11@gmail.com)或 

Aster (asterwcc@yahoo.com) 報名 
 

f. 《粵語堂佈道會》將於10月29日(週六)晚上7:30實體在教

會舉行，題目為「走過艱難的歲月」，由彭偉賢牧師主

講，請為佈道會講員禱告，亦邀請未信主朋友參加。 
 

g. 粵語堂金句背誦活動: 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兄姊可

向團長或陳國新弟兄背誦8月份每週金句，完成背誦的      

兄姊，可向負責人索取紀念版書籤。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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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各團契/小組聚會網上聚會，詳情請向教會辦公室查詢 

   416-498-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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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四(週六) 
查經及分享 7:30 pm 曾慧儀 

真道團契(成人/職場) 

每月第一、三(週六)  
查經 8:00 pm 

Konson, Wing , 

Johnny 

mailto:josellawong11@gmail.com
mailto:asterwcc@yahoo.com


嘉年團契(長者) 

每星期(週六)  

主日學 

及分享 
2:00 pm 徐承浩 

 
 

j. 第三季成人主日學已開課︰ 

(一) 主日學(一)：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是舊約的一卷歷史書。記載了一位生在彼邦的平

凡的女子，成為波 斯王后，並藉此阻止了一場滅族 

(genocide) 的危機。以 斯 帖 記中從未提過耶和華的名字，

但耶和華的作為卻是到處可見。今天無數人因移民而居住

在加拿大，又看見加拿大原住民曾經歷隔離學校

(residential school)，並俄烏戰爭的種族殺戮。究竟以斯帖

記能給我們什麼的屬靈功課，以應用在現今的世代？ 

    共八課 : 9 月 11 日至 10 月 30 日 (每主日下午二時) ZOOM    

課後將上載至 YouTube 平台，links 鏈結 

教師 : 鄭保光弟兄           Zoom 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8177005821?pwd=RlQ4NEVDb1dsYjJZb0Nnd

jFRSGphdz09 

    會議 ID: 881 7700 5821     密碼: 111222 

(二) 主日學(二) ： 新約教牧書信 

新約教牧書信包括了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

這些書信都是保羅所寫的，而且是寫給個人的書信，對比

寫給教會全體為對象之書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較個人

化，語氣比較親切，像閑話家常一樣，內容是實際實的，

都是關於怎樣事奉，處理教會的事，以及怎樣做人。正因

為跟其他新約書信有所不同，讓我們透過這主日學課，好

好地認識這書信及提摩太本人，好使我們更深入了解聖經

的真道，及如何適切地運用。 

https://us02web.zoom.us/j/88177005821?pwd=RlQ4NEVDb1dsYjJZb0NndjFRSGph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8177005821?pwd=RlQ4NEVDb1dsYjJZb0NndjFRSGphdz09


共十二課: 9 月 10 日至 11 月 26 日(每週六下午二時) ZOOM  

教師 :  盧錦榮牧師  (提摩太前書) 

       黃耀華執事  (提摩太後書) 

       陳國新弟兄  (提多書) 

Zoom 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7494933200?pwd=R0dabExheD

BpNGgzTk96V1RLSElTdz09 

   會議 ID: 874 9493 3200     密碼︰ 682333 

**報名請聯絡李維信牧師或教會辦公室。   
 

 

11)《聯會消息》(9 月 25 日) 

 

何明恩 (神州華傳)  

經過 4 個月述職後，明恩已平安返回柬埔寨。感謝聽禱告

的神，爲《愛之家》大學生宿舍提供兩間相連排屋，不單

可容納更多學生，並可作聚會用途。   

明恩決定搬進新家與學生同住，透過生活與學生們建立深

厚關係，更可與當地人有更多柬文的語言互動，藉此提升

聽力和表達能力。請爲他們在十月份的搬遷禱告，求神保

守學生及同工們在新環境的適應。 

 

 

 

 

 

 

 

 

 

 

 

 

https://us02web.zoom.us/j/87494933200?pwd=R0dabExheDBpNGgzTk96V1RLSElT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7494933200?pwd=R0dabExheDBpNGgzTk96V1RLSElTdz09


美堅粵語堂 2022 年 9 月 21 日 

祈禱會內容 

(1)  社區、國家及世界大事： 

1. 繼續為在紅綰受傷的李啟言 (「阿 Mo」，李盛

林牧師的兒子) 代禱，求天父醫治他，安慰他的

家人。 

2. 多國因英國女王離世哀悼，為新英王查理士三世

代禱。 

3. 為最近台海兩岸局勢緊張代禱，求主掌管賜平

安。 

4. 繼續為俄烏戰爭能早日完結禱告。 

5. 省疫情已進入第七波，求天父保守各省民及弟兄

姊妹身體健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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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為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禱告，求主幫助烏克蘭

抵抗外敵，保護平民百姓，鼓勵西方國家有智慧

地援助烏克蘭，更為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教會禱

告，願天父保守信徒的生命及努力為主作見

證 ，亦為世界及加國經濟因受疫情及抵制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之影響代禱，求主賜恩。 

8. 中國國內、香港、台灣疫情仍舊嚴峻，求主賜平

安，亦加添智慧給各級政府及醫護界來減低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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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事項： 

1. 為華基差傳年會禱告，粵語堂及國語堂分別於

10 月 30 日及 10 月 29 日舉行差傳年會，亦為差

傳主日講員禱告。 

2. 為粵語堂及國語堂的實習神學生 Sam Wong 及

Faith Ho 禱告。 

3. 為正籌備的教會 35 週年每項事宜禱告，特為 10

月 9 日上午 10:15 之 Prayer Walk 及 12 月 31 日

下午 7:30 之三堂聯合敬拜禱告。 

4. 為國語堂及粵語堂各需要聘請一位牧者禱告。 

5. 為教會兒童事工網上及實體不同聚會禱告。 

 (3) 粵語堂： 

1. 為 10 月 15 日週六早上 9:30 至下午 3:00 的崇拜

部敬拜退修會禱告，求主使用講員孔慶光牧師及

共工作坊講員。 

2. 為 10 月 29 日週六晚上 7:30 之粵語佈道會禱

告，求天父使用講員彭偉賢牧師傳講福音，亦為

弟兄姊妹帶領未信主親朋及當日天氣無礙他們參

加佈道會禱告。 



 

 (4) 肢體： 

1. 為國語堂謝飛鵬牧師大女兒 Kirstin 於 10 月 1 日與

Alvin 結婚感恩。 

2. 為國語堂謝飛鵬牧師次女兒身體健康代禱。 

3. 為 Catherine 姊妹及丈夫 Kim將於 9 月 29 日回加

代禱，也為她們家人禱告。 

4. 繼續為 Bessie 及 Karen 之家人禱告，求天父安慰她

們的家人。 

5. 為潘太耳水不平衡與關節酸痛禱告。 

6. 繼續為余維鏗弟兄及家人禱告。 

7. 為徐巧珍姊妹及家人禱告 。 

8. 繼續為吳鳴芳弟兄的家人代禱，求聖靈安慰 Juliana 

及家人，保守他們安康。 

9. 為教會門徒們未信主的家人代禱，也為門徒的父母

身體需要代禱，求神醫治保守他們。 

10. 為梁錢秀玉姊妹身體健康代禱。 

11. 為郭書豫弟兄腳痛禱告。 

12. 為尤鄭藹賢 (June) 姊妹的母親在安老院居住禱告。 

13. 繼續為 Joyce 的大姐陳小鶼健康及屬靈需要祈禱。 

14. 為麗娟的母親健康禱告。 

15. 求上帝保守 Sandra Lui 姊妹身體健康，為整個癌症

治療過程禱告。 

16. 為宣教士 Lewis & Felain (林奕勝、何少玲宣教士) 

在德國事奉及他們身體健康禱告。 



17. 為宣教士莊敬一家人及在台中宣教代禱，他們計劃

在台灣宣教至 2024 年，莊謝文卉宣教士 (Wendy) 

亦於今年秋季開始在 McMaster Divinity School 網

上供讀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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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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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rKzZrV1U2R3F

tcFRWRnZvUFFIQT09 

會議 ID:  872 6241 0460              密碼:  123456 
 

國語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6869313460?pwd=RE05bEorTTJIcmZj

S2FKc0pMTE1EQT09 

會議 ID:  868 6931 3460              密碼: 100100 
 

英文堂Zoom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621732238?pwd=Zk1aOWtxdlJxbGF

Rd1pGb1dXTE5jZz09 

會議 ID: 886 2173 2238               密碼: 111222 
 

兒童主日學 Zoom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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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TcGV3WEtIM1Q4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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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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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