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信息 —阮仲謙牧師
讀經︰謝飛鵬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 2：12-16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
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
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國語堂主日崇拜（2021 年 5 月 2 日）
宣召 –謝飛鵬牧師
經文︰詩篇 98:4-6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祂。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禱告/詩歌讚美—謝飛鵬牧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
成就祂的美意。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
照耀，
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
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本週金句

敬拜︰【敬拜主】詩集︰新歌頌揚#179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流到萬民。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
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
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鏈結：(84) 敬拜主 - YouTube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以弗所書 4:1

講員︰謝飛鵬牧師

回應詩歌：《更新我心意》新歌頌揚，212

題目︰為神發光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祢，

經文︰腓立比書 2：12-16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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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祢是陶匠，我是泥土，
模我，塑造我，是我的懇求。

大綱：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祢，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祢。

1. 以對神的凡事順服和一心依靠為神發光（腓 2：12-13）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1ksbEYYgX4
聖餐︰謝飛鵬牧師
聖餐詩歌：《十架為我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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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謙和誠實又光明磊落的生活為神發光（腓 2：14-16）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他同葬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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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9&v=HJaJDJe1_AE

聖餐經文：林前 11：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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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堅堂家事報告

1)

由於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已發展為大流行，並配合衛生部
的預防措施，教會崇拜已改在網上進行，其他聚會則暫
時停止，直至另行通告。請兄姊繼續為疫情禱告，及透
過其他平台彼此支持及代禱。

2)

執事會消息︰ 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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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
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
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29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罪
了。
三一頌

2021.5.2

1. 會員大會︰美堅堂會員大會原定於 5 月 16 日（星期日）
舉行，現更改為 6 月 13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舉行。
2. 會員大會前的簡報及諮詢會議將於 5 月 15 日(週六)下
午 2 時 30 分於 Zoom 網上舉行。
3. 會員大會郵寄投票將從 5 月 23 日（星期日）起，一連
三個主日在教會堂禮外的入口處舉行(跟隨政府的防疫
措施限制)，日期為 5 月 23 日, 30 及 6 月 6 日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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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下午 1 時至 4 時。 所有進入教會投票的會員必須經
過體溫測量及遵守社交距離。
會員大會投票事項︰
接納 2020 年 12 月 20 日的會議記錄︰
a.

選舉 2022-23 年的執事

b.

接納通過經會計師核實之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2020
年度的財政收入、支出及結存報告

下主日為母親節主日崇拜(2021 年 5 月 9 日)︰

講員: 許牧師牧師
經文：提後 1:5;3:14-15
题目：誠摰信心的母親

c.

接納 2020 年的教會年報

d.

通過委任 Stephen P.F. Chui Professional
Corp 作為美堅堂會計師，準備核實美堅華人基
督教會 2021 年度的財政收入、支出及結存報告。

4. 選舉 2022-23 年的執事（執事候選人：粵語堂 – 黃耀
華、劉婉嫻、黃楊惠嬌，國語堂- 李云峰、英文堂- 潘
煒烈、溫俊龍）

5. 會員申請：茲有粵語堂 Bessie Chu, 勞志永 (Lo Chi
Wing), 蘇巧珍 (Isabella So), 莫榮安 (Mok Wing On
Percy), 葉志明 (Ye Zhiming, Jimmy), 曹慕妮(Mani Cao),
朱小勤 (Karen Chu), 胡偉平 (Raymond)及英文堂
Michelle Li 申請成為教會會員。若對上述申請有任何意
見，請於 2021 年 5 月 2 日或以前用書面遞交李維信牧
師。
6. 執事會已接納鍾暤軒傳道(粵語堂)在過去三個月的試用，
會繼續聘用他為粵語堂助理牧師的職務。
7. 謝禹庭傳道(英文堂)在教會有美好的事奉，執事會通過
他第三年的合約，由 2021 年 6 月 1 日生效，轉為長期
同工。
3) 美堅堂的會員名單己張貼在報告板上，更新日期為2021年
4月27日。

4) 美堅「燃動金齡 - 拉筋課程」社區活動
日期︰2021年5月20日至9月9日(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1時至2時於Zoom網上舉行
報名︰粵/英︰黃楊惠嬌 416-451-9992
國語︰胥學奇 416-558-8538
此活動由加拿大政府資助及專業導師教授，
歡迎弟兄姊妹及社區人仕參加，費用全免。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257368231?pwd=SFRIK2
1FbHhNSWJ4Qm9UOXN2dzZPdz09
Meeting ID: 822 5736 8231
Passcode: 962825

5) 美堅堂 ESL 網上英文班及信仰福音班現以接受登記，設有
小組及一對一的個人教授，及新增電話教授課程。適合不同
程度及所須的人任報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詳情請致電
416-498-339 或微信 437-988-1886。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每班
人數安排

教學方式 老師

A – ESL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小組

Zoom

Hong Jing

B – ESL

逢週日

晚上 8 時

小組

Zoom

Angela Ho

C – ESL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1對1

電話

Winnie Ho

D – ESL

逢週五

下午 3 時

小組

Zoom

Stanley Hum

E – ESL

針對個人
時間安排

彈性安排

1對1

電話

Karin Wong

F – ESL

6 月 5 日開課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小組

Zoom

Angela Ho

G–
信仰福音班
(國語)

逢週日
晚上 8 時 30 分
至 9 時 30 分

小組

Zoom

王洪、
鄭國清、
陳佳德傳道

H–
信仰福音班
(粵語)

逢週六
下午 1 時至 2
時

小組

Zoom

張艷賢、
李維信牧師

5月2日至
7 月 18 日

5月1日至
7 月 17 日

6)《兒童事工》︰2021年兒童主日學
a.

下午1時30分至2時15分，歡迎開啟 Zoom 會議視頻。

兒童主日學 Zoom 鏈結
Meeting ID : 830 7619 3294 Passcode : 913163
b. 2021年 暑期兒童日營將於7 月12-16 及19-23 日網上舉
行，歡迎升讀一至六年級的兒童參加。
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3時30分
費用為每星期 30 元，名額 30 人 (恕不退款，額滿即止)。
報名表可到以下鏈結下載
MCCC summer camp registration form
填妥表格後，請連同支票交回教會辦公室或聯絡阮牧
師。(支票請註明︰MCCC)。
c. 事奉機會：正在尋找義工，協助於7月舉行的網上兒童
夏令營。有心志參與事奉的青年，請聯絡阮傳道。
7) 國語堂消息︰
a. 祈禱會︰(每週四)晚上7：30開始，9時结束。深望大家
都盡量來參加禱告會，來敬拜親近神，也為弟兄姊妹們
的需要代禱，為教會守望。
鏈結：國語堂祈禱會 Zoom 鏈結
b.

zoom ID 是：850 8560 2370，密碼是：746338。
團契/小組聚會改在綫上進行，直至另行安排。

c.

目前新冠疫情持續嚴重，長期居家令下，造成許多人
在生活或心靈上的壓力，弟兄姐妹若感覺疲憊困擾，
美堅教會國語堂的“電話關懷時間”願意聆聽，為你
讀經代禱，陪伴你。盼望在主的話語上，得到從神而
來的智慧和力量，彼此扶持，一起共度難關。可以向
教會或團契小組索取電話關懷時間表。
若是需要專業諮詢或輔導，請聯絡個人的家庭醫生。
下面的機構也可以提供心理諮詢的幫助：
 心靈盼望/希望小站 Hope Station Christian Centre,
網站amazinghope4u.com 電話416-644-1420
 泉源輔導中心 Living Water Counselling Center
電話 905-763-0818
 加拿大健康共同體 Wellness Together Canada
網站wellnesstogether.ca/en-CA
設有熱線服務：1-866-585-0445 ，
大多市地區 Distress Centre of Crisis 416-408-4357

7) 聯會消息 (2021 年 5 月 2 日)
1. 差傳部資助各堂暑期實習神學生：多倫多華基—李蔚珊；
城北華基—梁翠珊；北約華基—黃道正。
2. 全時間神學生助學金：申請者為華基教會會員兩年或以上，
並恆常參加華基教會主日崇拜。請於 6 月 14 日前遞交申請
表至同工 Isabella Wong 或電郵至 isabella@acem.ca，逾
時不接受申請。表格下載 www.acem.ca。（備註：差傳部
另資助一名非會員）
3. 請記念緬甸的信徒們：他們每天面對不同挑戰和壓力，或
許他們被排斥或遇到不公義，求主堅立他們，賜他們信心、
勇氣。求主憐憫緬甸的百姓。

國語堂 2021 年第二季成人主日學 (主日網上課程 Zoom)
<課程簡介 >（5 月 2 日至 7 月 25 日 主日舉行）
---------------------------------------------------------------------------------------------

1. 信仰研討班 教師: 王洪姊妹 / 鄭國清弟兄
上課時間︰晚上 8:30 至 9:30 在 Zoom 舉行
我們會有系統地教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以幫助
慕道的和有需要更明白真道的弟兄姐妹們在靈裡
的成長。我們會回答所有關於真道的疑問。我們
歡迎所有慕道的朋友，想要受洗的信徒，和想要
加深對真道的了解的弟兄姐妹們來參加。
----------------------------------------------------------------------------------------------

2. 研讀路加福音
教師: 許卓憑牧師
(適合已信及初信的弟兄姊妹參加)
上課時間︰晚上 7 時至 8 時 在 Zoom 舉行

國語堂教牧同工手機：
謝飛鵬牧師 647-707-7724
許卓憑牧師 647-229-0103
網上主日崇拜時間表 http://mccc.on.ca
粵語堂早上 9 時 15 分
英語堂及兒童信息早上 10 時 30 分
國語堂早上 11 時 30
教牧同工
創會牧師： 高雲漢牧師
粵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

mccc.vincentl@gmail.com

ext. 24

鍾暤軒傳道

mccc.edmondc@gmail.com

ext. 29

國語事工： 謝飛鵬牧師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位外邦人信徒，在芸芸新約
的作者中，就只有他不是猶太人；這是他獨特之
處。
他是個醫生(西 4:14)，可能基於這因素，導致他
滿抱悲天憫人的情懷。有條理地將耶穌基督的一
生從出世、死亡到復活，呈獻於讀者眼前。路加
在書中解釋耶穌是誰，祂做了甚麼，為甚麼來臨，
以及祂如何預備門徒。使他們可承擔神所計劃的
使命。查考路加福音可以更深的認識基督。知道
我們所信的是誰，好認定祂，跟從祂和事奉祂。
----------------------------------------------------------------------------------------------

報名請 電郵 或 微信 陳佳德傳道或許錦如姊妹
陳傳道: j-d-chen@hotmail.com
許姊妹︰josephinehsu90@gmail.com

mccc.lukex@gmail.com

ext. 25

許卓憑牧師

mccc.jhua@gmail.com

ext. 22

陳佳德傳道(義務)

mccc.jchen@gmail.com

ext. 33

mccc.josiaht@gmail.com

ext. 34

mccc.timy@gmail.com

ext. 32

英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顧問)
謝禹庭傳道
兒童事工： 阮仲謙牧師

教會聯絡：
辦公室電話： (416) 498-3399，電傳：(416) 498-5234
電郵：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教會網址︰mccc.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