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認識基督 ⋆ 重塑生命 ⋆ 改變世界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耶路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

的門內。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

支派，上那裏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       

                                                        詩篇 122:1-4                                                 

默禱   

宣召  眾立 

牧禱  眾立 

唱詩 唯有耶穌/祢是配得(聖哉聖哉全地唱)  

 全然為祢  

經文宣讀 使徒行傳 11:19-30 

信息分享 《使命人生》系列#13                          

 基督徒的使命人生                      羅川傳道  

回應詩歌             使命 

三一頌  眾立 

祝福  眾立 

迎新報告 劉桂英傳道 

 

 

 

本週金句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

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

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傳 1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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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事 報 告 💮 

歡迎兄姊及慕道朋友一起線上聚會，特別歡迎首次參加網絡崇拜的新朋

友。請新朋友們通過郵件或電話與我們的同工登記,認識了解我們的教

會。 

1. 禱告會消息： 

 從 4月起教會禱告會將會在網上進行, 時間是每週三的晚上 7:30-9:00, 

網上禱告鏈接及禱告事項將會在每週三在各團契微信群裡發通知, 請兄

姊同心為疫情迫切禱告並為教會守望，上次網上禱告會人數:28人。 

 求主帶領整個教會重啟計劃, 賜給「教會重啟小組」有從神而來的智慧

及信心, 制定合適教會的重啟措施及安排, 以預備何時恢復教會的實體

聚會。   

2. 崇拜部消息： 

教會的中英文堂主日崇拜將於主日崇拜時段播放，請兄姊於本主日(6月

14日)上午登入以下鏈接收看崇拜直播: 

英文堂上午 9:15分: https://youtu.be/uePN0Ug2BRE    

中文堂上午 10:45 分: https://youtu.be/SxcuWjcK7DY   

請大家按時登入以上鏈接與我們一起同心敬拜神!並訂閱教會的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C8lOyesaTZjep6rZDLFgA/ 

3. 教會重啟安排： 

 6月 14日崇拜通告: 

關於安省第二階段開放的最新消息, 多倫多地區仍停留在第一開放階段

, 直到關鍵健康指標為安全才能夠進入第二階段。雖然政府允許 6月 12

日後所有地區的教會可以 10人聚會及重開到出席容量的 30%, 但請暫不

要到教會作任何聚會, 直至另行通知。 

執事會已成立「教會重啟小組」以擬定教會重開的步驟, 設定和建立新

的敬拜及聚會細節, 以提供一個健康安全的聚會環境,請兄姊為教會禱

告, 任何新的消息將會盡快公佈。如有需要聯系教會, 請發郵件至

mandarin@tmccc.ca, 請兄姊們留意。 

 6月 21及 6月 28日的國語崇拜將恢復在教會直播, 只限制 10位事奉人

員回教會, 其他兄姊請繼續留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 

4. 教會 24週年感恩奉獻： 

感謝神，上主日(6月 7日)本堂慶祝自立 24週年, 讓我們在網上一起參

加敬拜獻上感恩的心。截止至 6月 8日, 本堂共收到的特別感恩奉獻合

計為$4,780, 感謝兄姊們的奉獻, 求主親自使用在祂的聖工上。 

https://youtu.be/uePN0Ug2BRE
https://youtu.be/SxcuWjcK7D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C8lOyesaTZjep6rZDLF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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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人基教部： 

 暑期主日學日期為（7 月 5 日-8 月 30 日）每主日上午 9:15-10:30，主

題信息：罪惡與恩典（羅馬書 1-4章）。 

 六月份主日學休息期間，會有四次的教師分享，本期的信息是方豪牧師

撰寫的：我愛參加主日學，請弟兄姐妹參閱本週週刊的附件。 

6. 傳道部消息： 

下主日（6月 21日）為父親節福音主日，鼓勵兄姊邀請慕道的朋友在獻

上參加我們的崇拜聚會，講員：于英凱傳道。 

7. 兒童部消息： 

網絡兒童暑期聖經日營將於 7 月 13 日至 7 月 24 日舉行，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上午 9:30-11:30。歡迎今年 9月入學 1至 8年級的孩子參加。報名

者需自備上網工具及提供網絡連接。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費

用全免。網上報名請至 http://em.tmccc.ca/?page_id=449 如有問題請

聯系于秋莉執事 416-454-5987, 請參閱附上的 VBS單張。 

8. 奉獻安排： 

 如果您有奉献可以用郵寄的方式（請使用支票，payable:TMCCC），地

址為 2230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 M1T 2M2,亦或等聚會恢

復時再行奉献。 

 Interac e-Transfer電子轉賬奉獻，請兄姊按照教會網站上的操作說明

操作。 

9. 其他： 

教會辦公室仍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如有需要聯系教會, 請發郵件至

mandarin@tmccc.ca,請兄姊們留意。 

10. 教會上主日崇拜統計： 

英語網上主日學 - 國語網上主日學 - 

英語網上崇拜 57 國語網上崇拜 175 

英語堂總人數 57 國語堂總人數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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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奉獻 

2020年 經常 建堂 宣教 感恩 其他 

英語堂 3,950.00 0.00 1,070.00 765.00 - 

國語堂 6,905.00 1,200.00 560.00 4,015.00 - 

2020年 上週總奉獻 每週目標 2020年奉獻累積 

至 6月 7日 

2020年奉獻預算目標  

至 6月 7日 

經常 15,635.00  11,249.08   150,392.05   258,728.84  

建堂  1,200.00   -     5,975.00   -    

💮 本 週 讀 經 計 劃 💮 

教會鼓勵兄姊每天讀經禱告親近神, 在主裡生根建造, 做跟隨主的們徒。 

聖經 周日 14 周一 15 周二 16 周三 17 周四 18 周五 19 周六 20 

新約 
約 

13:21-30 

約 

13:31-38 

約 
14:1-14 

約 

14:15-31 
約 

15:1-17 

約 
15:18-27 

約 
16:1-22 

舊約 
代上 

26-27 

代上 

28-29 
代下 

1-3 
代下 

4-6 
代下 

7-8 
代下 

9-11 
代下 

12-14 

*新舊約一年讀經計劃 

 

--------------------------附件------------------------- 

 

主日學教師分享  

「我愛參加主日學」 

方豪牧師 

小時候，我喜愛參加主日學是因為老師很愛我們。我還記得我

們的老師身體不太好，有時候要請病假。但她很用心教導我們，對

我們很有愛心。有一次她招我們去她的家，她家裏擺了一個相當巨

大的「金魚缸」，裡面養了很多大大小小、彩色的熱帶魚，極其悅

目，令我印象深刻，一直都沒有忘記。到初中的時候，我們主日學

的老師是一位神學生。有一年，教會請她與她一位同學當我們青少

年夏令營的講員。在那次的夏令營我決志信主，信主後我就更喜愛

參加教會的主日學。當時團契的導師與教會的傳道人都很用心培養

我們。這位導師後來更成為我生命的良師，在很多重要的事上，包

括出國留學、選擇女朋友，及全時間事奉，都給我很多輔導與鼓

勵。感謝神，我們到現在還有保持聯絡。後我來加拿大升學，在教

會裏開始教主日學，藉著投入教會事奉，漸漸體驗到教會是我屬靈

的家。所以，我更愛參加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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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願在這裏誠懇地呼籲大家一同來參加教會的主日學。

為什麼有這個呼籲呢? 除了以上我個人的經歷外，有三個客觀的原

因： 

1/ 我們敬愛神。 愛神的人很自然就愛慕他的話，藉著研讀他

的話更認識他，作討他喜悅的事 (詩 1:2; 119:11,14)。好像志同

道合的人，自然會喜歡在一起交談，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聖經也

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太 4:4) 主日學的課本是《聖經》，上課時，除了教師的講解，學

員更有機會發問、討論、與分享，使大家集體地更深入明白神的

話。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是我們敬愛神，渴慕神的話一種行動的表

示。  

2/ 我們愛護家庭。這裏的「家庭」有雙重意思。首先，「家

庭」是指神的家，特別是指地方教會。 神是極其關心教會，新約

每一卷書若不是寫給教會的信徒，就是給教會的領袖。當我們越發

愛教會，就越會覺得有必要更深入明白《聖經》，曉得如何按神心

意服事教會—神的家。反過來說，對《聖經》越陌生，就會對屬靈

的家越缺乏熱心。《希伯來書》勸勉信徒「不可停止聚會」，其意

可作不可停止一起學習神的話。 此外，「家庭」是指信徒的家

庭。我在此特別指出一方面：信徒愛護自己的家與愛護神的家是分

不開的，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使徒保羅說：「人若不知道管理

自己的家，怎能照顧上帝的教會呢?」(提前 3:5) 這句話就有這深

一層的含意。懂得愛護自己的家就有資格管理教會。事實上，家庭

與教會彼此的服事是雙方面的：教會當愛護家庭，家庭也當愛護教

會。參加主日學能幫助我們懂得如何同時愛護屬靈的家與自己的

家。(我希望將來有其他機會探討教會與家庭之間的關係。) 

3/ 我們憐愛不認識神的人。主耶穌說：「哀慟的人有福了」

(太 5:4)。主耶穌所指的，不一定是人因自己的遭遇而哀傷，他很

可能是指看見別人犯罪得罪神、傷害了他人、甚至傷害了自己而哀

慟，好像以斯拉因被擄回歸以色列人的罪而悲傷哀慟 (拉 10:6)。

求主賜我們有憐愛人的心腸，在神面前為失落與犯罪的人求恩典與

赦免。既然主日學有慕道班，其他的課程亦能裝備我們傳福音與關

懷別人，請大家踴躍參加主日學。 

讓我們用行動來表達我們愛神，愛家庭，愛人，大家一同來參

加主日學，親身體驗到神的話實在是「比純金更寶貴，比蜜更甘

甜」(詩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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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會 消 息 💮  

 華基聯會會牧黃少明牧師於 6月 30日完成任期後退休，感謝黃牧師多

年來忠心事奉。由 7月 1日起，聯會辦事處運作暫由執委會主席謝安國

牧師帶領。 

 原定 6月 28日舉行華基聯會大會 ACEM Conference (AGM) 延至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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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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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家訊》六月號祝福黃少明牧師榮休。在疫境中，各堂教牧分享社

區服侍、職場勇士，風雨中的教會有不同工作；並有個人見證等。網上

閱讀 www.acem.ca。 

💮 教 會 代 禱 事 項 💮 

 為全球的疫情禱告,求主施恩憐憫, 遏止疫情的散佈, 賜下平安。 

 為中英文堂在疫情中的牧養工作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在主裡彼此幫助

彼此關懷。 

 為教會重開之預備及安排禱告, 求神帶領整體的計劃, 求主預備我們

的心賜給我們平安。 

 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或暫時無法工作之兄姊禱告, 求主安慰開路供應

生活所需。 

 為身體軟弱的兄姊們禱告: 符石惠美姊妹、池韻梅姊妹、Nancy 姊妹、

Lydia小妹妹等。 

 為懷孕的姐妹禱告: 鄧微為姊妹、王明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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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事奉人員（6 月 14 日）  下主日事奉人員 （6 月 21 日） 

午堂  午堂  

講員 羅川傳道  講員 于英凱傳道 

主席 劉桂英傳道  主席 楊啟文傳道 

領詩 -  領詩 - 

獻詩 -  鋼琴 - 

祝福 吳國寶牧師  祝福 吳國寶牧師 

報告 劉桂英傳道  報告 楊啟文傳道 

直播 陳英麟  直播 陳英麟 

 

💮 本 週 各 團 契 與 小 組 聚 會 💮 

因疫情影響，各團契小組改為網上進行。 

💮 教 牧 / 行 政 團 隊 💮   

顧問牧師 吳國寶牧師 英語事工 
Rev.Daniel Lee 

(李崇基牧師) 

特約講員 王成偉牧師 兒童事工 
Mr. Andrew Cheung 

(實習傳道) 

國語事工 羅梁玉玲傳道 (副主任) 義務傳道 羅川傳道 

 劉桂英傳道 教會行政 吳浦帆姐妹（Mia Wu） 

 楊啓文傳道   

 

 

 

        教會地址： 2230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電話：416-299-3399   網址：www.tmccc.ca   郵箱：mandarin@tmcc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