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2022 年 9 月 25 日） 

 

主席: 郭嘉鎂 姐妹                司琴: 趙君靜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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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鎂 姐妹 

 

敬拜詩歌: 

敬拜小組:  趙永智執事,  張愛鈴姐妹,  趙君靜姐妹 
 

 

 

 



 

【我的救贖者活著】 詞：萬美蘭 / 曲：游智婷 

讚美之泉專輯(9)『深觸我心』 CCLI: 3519181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每當我瞻仰祢】 

曲：Wayne & Cathy Perrin      詩集：新歌頌揚 #307 

每當我瞻仰祢至聖榮面，每當我在愛中仰望祢， 

在祢榮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何等喜樂當我進入祢心意，我全心成為祢愛的寶座， 

在祢榮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我敬拜祢，我敬拜祢，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祢。 

我敬拜祢，我敬拜祢，我一生活著為要敬拜祢。 

 
 

【住在祢裡面】詞/曲：曾祥怡   CCLI: 5985445 

讚美之泉專輯(16)『相信有愛就有奇蹟』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讀經：斯 靜 姐妹 

經文：彼得後書 1 章 3 至 8 節 

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

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

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  

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

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

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

加上愛眾人的心。  

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本週金句: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                                    

希伯來書 6 章 1 節上   

 

 

           

                      

        



講員︰潘自勝 弟兄 

講題︰邁向成熟（一） 

經文︰彼得後書 1 章 3 至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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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 

1. 重生得救的改變 

 

 

 

 

 

 

 

 

2. 信心程度的改變 

 

 

 

 

 

 

 

 

3. 信仰生活的改變 

 

 

 

 

 

 

 

 

 

 
 

 



 

 

 

回應詩歌： 

【住在祢裡面】詞/曲：曾祥怡  CCLI: 5985445 

讚美之泉專輯(16)『相信有愛就有奇蹟』  

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祢， 

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祢。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祢，如鷹展翅上騰。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 

住在祢裡面，住在祢裡面， 

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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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司事:  張雅梅 姐妹， 劉丹 姐妹 
 

 

 



 

 

 

 

 

 

 

 

 

 

 

 

 

 

 

 

 

國語堂主日崇拜事奉崗位: 

事 奉 崗 位 10 月 2 日(下主日) 

主席/禱告:  李雲峰 執事 

敬拜小組: 潘自勝弟兄，程粟一姐妹，齊海花姐妹 

讀經: 張雅梅  姐妹 

司事: 劉     丹  姐妹 

尹曉娟  姐妹 

聖餐: 朱強弟兄，趙永智執事，景宏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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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 (2022 年 10 月 2 日)︰ 

講員︰謝飛鵬 牧師 

題目︰哥尼流一家信主的過程和意義 

經文：使徒行傳 10：1-24，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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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主日承蒙潘自勝弟兄蒞臨國語堂分享訊息，謹此致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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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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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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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謝飛鵬牧師夫

婦的大女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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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ZCNktB
TURkS0lNRW1LalMxK2lkdz09 

會議︰811 2784 8765           密碼: 22288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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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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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LU05

GRGFSMkkrRWJJUGg2cHhJdz09 

會議 ID: 810 5438 4232    密碼: 2002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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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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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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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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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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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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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堂 2022 年第三季成人主日學  

< 課程簡介 > 請直接上 ZOOM 或到課室報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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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仰研討班》    教師: 數位主日學助教 

上課日期: 9 月 11 日至  11 月 27 日  

時間: 每(週日)早上 9:30 至 10:30 

上課地點：教會實體，課室：B1 及 ZOOM 同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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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2web.zoom.us/j/88682090000?pwd=R2FFNG5McFgzcGpONmx3T2dIWUJIdz09 

ZOOM #: 886 8209 0000   密碼: 111333 
---------------------------------------------------- 
 2.《 初信造就班》新生命成長 - 3  教師: 程粟一姊妹 

上課日期: 9 月 11 日至  11 月 27 日  

時間: 每(週日)早上 9:30 至 10:30 

上課地點：教會實體，課室：101 及 ZOOM 同步舉行 

歡迎渴慕在主裡健康成長的弟兄姊妹，希望養成好的屬靈

生活習慣的弟兄姊妹參加! 特別是近年剛受過洗的初信者。 

https://us02web.zoom.us/j/85260588586?pwd=dmZaZTJhUEV2WXNCZnFzQVhTQlBtQT09 

ZOOM #: 852 6058 8586   密碼: 100100 

 -------------------------------------------------- 
3.《靠神排憂解難》   教師: 謝飛鵬牧師 

上課日期: 9 月 11 日至  11 月 27 日  

時間: 每(週日)晚上 7:30 至 9:00 

上課地點：ZOOM 

每個家庭都有挑戰，也都可能會碰到危機。當自己的家

庭遇見困難時，我們該如何面對，如何靠神勝過困難？

這門課用一些比如婚姻問題、子女養育問題、與長輩相

處問題等的實例和弟兄姊妹們一起學習如何靠神的教導

應對困難，在家中實踐基督信仰。 

https://us02web.zoom.us/j/89586444066?pwd=bWZaNGtpTVk4dzdYdkNhSUk2VEk5UT09 

ZOOM #: 895 8644 4066   密碼: 123123 
 

https://us02web.zoom.us/j/88682090000?pwd=R2FFNG5McFgzcGpONmx3T2dIWUJId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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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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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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