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 敬畏他

的，他必成就他們的心願，也必聽他們的呼求，拯救他們。」                                                             

詩 145:18-19 

默禱   

宣召  眾立 

代禱  眾立 

唱詩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古舊十架  

獻詩 所有美善力量  

經文宣讀 哥林多前書 1:18-31 

信息分享 〈不變的真理〉系列#8 羅梁玉玲傳道 

 十字架的道理 

回應詩歌             十架為我榮耀 

三一頌  眾立 

祝福  眾立 

迎新報告 劉桂英傳道 

 

 

 

 

本週金句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     

       

哥林多前書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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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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禱告會為 7月 14日（週三）晚上 7:30-9:00，在網上進行, 禱告鏈

接將會當天在各團契微信群裡發放, 讓我們在疫情隔離期間以禱告來連

於我們的元首耶穌基督。上次網上禱告會人數: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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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上午登入以下鏈接收看崇拜直播: 

英文堂上午 9:15分: http://meet.google.com/usn-ypdw-tdq       

中文堂上午 10:45 分: https://youtu.be/S_-dF4ZyD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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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線遠程會議頻道 ，鼓勵兄姊們使用我們的 Google meet 遠程視頻頻

道一起來面對面的崇拜！(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會議密碼：pcs-fher-zff 

 

3. 教會重啟小組消息: 

感謝神疫情慢慢減退, 經執事會通過, 國語堂崇拜將於 8 月 15 日的

主日恢復實體崇拜, 時間將改為主日上午 11 時進行，有關具體安排請

看附件。 

4. 傳道部消息: 

• 教會將於 7月 30至 8月 1日舉辦網絡培靈會，講員：張謙牧師，主題：

邁向整全的靈命，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參加。 

• 教會將在 8月 15號舉行洗禮，如果有已經信主、尚未受洗的弟兄姐妹，

願意接受洗禮，請向楊傳道或是陳勁元執事報名。 

  

http://meet.google.com/usn-ypdw-tdq
https://youtu.be/S_-dF4ZyD2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C8lOyesaTZjep6rZDLFgA/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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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人基教部： 

• 教會於暑期開神學延伸課程，主題信息：舊約：摩西五經；老師：高呂

綠茵博士；時間為 7 月 6日至 8月 3 日，每週二晚上 7:30-10:00；鼓

勵弟兄姐妹預留之間，並積極邀請主內肢體參加。 

• 下一季的主日學將在下主日 7月 18日開始，課程信息為：生根與建造

；舊約歷史書綜覽。 

6. 兒童部消息 

兒童暑期聖經日營將於 7月 19日至 7 月 30日在網上進行, 請已報名的

孩子們於每天上午 9:30 至 11:30 準時參加,也請兄姊們此禱告(禱告日

曆見附件) 。 如需諮詢請聯繫兒童部於秋莉執事 416-454-5987或黎李

如碧姐妹 416-420-0624。 

7. 奉獻安排： 

• 兄姊對教會的奉獻可以用郵寄的方式（請使用支票，payable:TMCCC），

地址為 2230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 M1T 2M2，或將累積

的奉獻待聚會恢復時一併奉献。 

• 教會已更新了具有自動存款功能的 Interac e-Transfer 電子轉賬方式

來接收奉獻。請兄姊留意教會網站上的操作說明。在電子轉賬的銀行信

息中, 請注明: 奉獻人名字、個人奉獻號碼及奉獻代碼(如: 常費-GF、

建堂-BF、宣教-MF、感恩-TG)。當轉帳完成後，您會同時收到電郵，確

認您的奉獻款已收到了。 

8. 其他： 

• 從 7 月 12 日起, 教會辦公室將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5 時有行政同

工及教牧值班, 如有需要聯系教會, 請發郵件至 mandarin@tmccc.ca, 

請兄姊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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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會上主日崇拜統計： 

網上主日學 網上崇拜 

英語 13 英語 44 

國語 - 國語 146 

兒童 21 

青年 16 

主日學總人數 50 崇拜總人數 227 

10. 奉獻 

2021年 7 月 4日 經常 建堂 宣教 感恩 

英語堂 1,570.00 130.00 725.00 0.00 

國語堂 3,875.00 100.00 2,305.00 200.00 

2021 年 
上週總奉獻 每週目標 2021年奉獻累積 

至 7 月 4 日 

2021 年奉獻預算目標  

至 7 月 4 日 

經常  5,645.00  10,464.83   214,476.00   282,550.41  

建堂  230.00   -     17,94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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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周一 12 周二 13 周三 14 周四 15 周五 16 周六 17 

新約 
徒 

14 

徒 

15：1-21 

徒 

15:22-41 

徒 

16 

徒 

17 

徒 

18 

徒 

19 

舊約 
伯 

1-4 

伯 

5-8 

伯 

9-12 

伯 

13-16 

伯 

17-20 

伯 

21-25 

伯 

26-30 

*新舊約一年讀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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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會 消 息 💮  

• 慶賀曉丹和 Philipp 已於四月在德國結婚.  請為他們的婚姻和在

當地中國留學生的事工祈禱 .  

• 《華基家訊》7月號主題：「這一年，您辛苦了！」。主要內容包

括由傅再恩牧師撰寫的主題文章以

及由牙醫、警察、ICU護士、托兒

所員工以及普通上班族分享他們在

疫情肆虐期間的生活和工作經歷以

及心路歷程。期刊詳盡內容請至聯

會網站 www.acem.ca 閱讀瀏覽。 

 

💮 教 會 代 禱 事 項 💮 

• 為世界的疫情及和平禱告, 求主賜各國家領導人屬天的智慧, 以

公義、 好憐憫的心治理各國。  

• 為教會中英文堂的事工禱告, 求神使用教會為主發光、廣傳福音、

門徒 生命成長、在疫情中繼續傳揚基督的大愛。 

• 為教會恢復實體崇拜禱告, 求主預備事奉的同工及設備, 和弟兄

姊妹敬拜的心。 

• 請為喬虹姊妹禱告，她的母親上週在國內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

人，保守姊妹並賜下平安。 

• 請持續為付玉弟兄禱告，求神完全醫治他的心臟。 

• 持續為許黃潔霞姊妹禱告，求神憐憫醫治姊妹，早日康復。 

• 請為 pharmacy 大樓年長池韻梅姊妹，李自新姊妹及溫寶山弟兄禱

告，醫治他們的疾病及軟弱的身體。 

• 請為懷孕的姊妹 Amanda 禱告，求神保守姊妹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 近日有弟兄姊妹開始注射第二劑疫苗，求神保守一切平安，沒有

太大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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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事奉人員（7月 11日）  下主日事奉人員 （7月 18 日） 

午堂  午堂  

講員 羅梁玉玲傳道  講員 劉桂英傳道 

主席 胡建斌  主席 鍾明新 

領詩 付强  領詩 雅歌敬拜小組 

讀經 裴 金  讀經 曾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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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 鄭航  投影 鄭航 

網絡 

管理員 
黃金虎 

 網絡 

管理員 
黃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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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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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麟弟兄 (K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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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恢復實體崇拜之安排: 

感謝神疫情慢慢減退, 經執事會通過, 教會聚會將會按照安省對宗教團體的規定而按步開放, 為

了提供一個健康安全的聚會環境, 請兄姊們遵守教會為聚會開放後作出的以下安排: 

1. 崇拜安排: 

• 日期時間:  

國語堂崇拜將於 8 月 15 日的主日恢復實體崇拜, 時間將於主日上午 11 時進行。

(8 月 8 日主日將會是實體崇拜現場預習, 當天崇拜將於上午 11 時進行, 現場只允

許當日崇拜事奉同工參與, 其他兄姊請留在家中參與 Youtube 網上崇拜。) 

• 人數限制: 現階段安省政府允許宗教場所室內聚會保持兩米距離進行，因此現階

段禮堂人數上限為 100 人, 其他兄姊請留在家中參與 Youtube 網上崇拜。 

• 登記方式:每位參與實體崇拜的兄姊, 請以個人登記方式填寫「實體崇拜登記表」, 

該表將會發到教會網頁及各團契的微信群裡, 請每位兄姊每週週三前在文檔上登記, 

以方便教會統計合法限定之人數, 只有在網上登記過的兄姊方能參與該週的實體崇

拜, 如當天會場還有空餘座位, 可讓未登記者即時登記進入, 額滿即止。 

• 兒童安排: 所有兒童事工暫時不會在實體崇拜時提供, 兒童將要隨同成人一起崇

拜。 請 12 歲以下的兒童暫時留在家中參加兒童部提供的網絡兒童主日學。 

• 進入教會: 兄姊到達教會後, 請由停車場的教會正門進入, 為了保持單向人流, 

其他入口將不會開放, 崇拜結束後請用大堂南門及教育樓離開教堂, 疫情期間將不

提供茶點, 請兄姊們見諒。 

• 防疫措施: 兄姊們進入教會後, 請使用洗手液、佩戴自備口罩、接受測試體溫、

保持社交距離、按照禮堂的座位安排就座, 兄姊們就坐後請盡量不要隨意走動。崇

拜時禮堂的窗戶將打開, 以確保空氣流通。 

• 健康安全: 為保障公眾衛生, 兄姊們若有新冠病毒症狀(如發燒、咳嗽、嘔吐、腹瀉

等), 請留家休息;  若兄姊在過去 14 天曾接觸過新冠病毒患者, 請在家隔離; 若兄姊

在過去 14 天從安省省外及境外回來, 請在家隔離。 

• 奉獻方式: 崇拜進行期間, 將不會傳遞奉獻袋, 兄姊可在接待處領取奉獻封, 自備筆

來填寫, 墳寫完後投入位於出口的奉獻箱便可。 

• 崇拜週刊: 崇拜週刊只提供電子版本, 教會的聖經及詩歌本將暫停使用, 請兄姊自帶

聖經和筆。  

2. 其他事工安排: 

• 英語堂崇拜: 英語堂崇拜將考慮於九月恢復實體崇拜, 崇拜時間將會提前至上午 9 時

進行, 具體安排將日後公佈。 

• 成人主日學: 為配合國語堂實體崇拜的進行, 成人主日學時間將調整為上午 9:15-

10:15 在網上進行。 

• 其他事工: 禱告會、團契、兒童事工等暫時不允許在教會中進行。 

• 教會辦公室: 教會辦公室將於本週(7 月 12 日起)恢復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時至 5 時的

辦公時間。 

     



網上暑期聖經日營 7月 19—30日禱告日曆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為即將開始的網上日營

的禱告，感謝神提供日

營的所需所求。求神保

守教會網路的暢通以保

證網上日營的順利進

行。 

 

 
為日營籌畫小組成員禱

告，求神賜智慧能力帶

領孩子們。求神籍著今

天的聖經課程，讓孩子

們明白神的孩子可以毫

無畏懼地信靠和順服

祂。 

 
求神藉著今天的讚美禱

告特別活動感動孩子們

的心，讓孩子們知道全

能的創造主是值得敬拜

的，神愛我們，祂是我

們患難時隨時的幫助。 

 
求神帶領孩子們積極參

與網上手工製作及遊戲

的活動。為參與日營的

家長們禱告，可以協助

孩子們準備可能需要的

材料並和孩子們交流日

營中學到的東西。 

 

 
求神預備孩子們的心，

通過學習保羅的故事，

願意和朋友家人分享神

的愛。求神幫助孩子們

操練禱告，並透過禱告

和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求神幫助孩子們通過保

羅和西拉在獄中的故

事，明白神的救恩計

畫，並幫助孩子們記住

每一課的金句，作為他

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 

 
為第一周的網上日營感

恩。求神繼續帶領，賜

給每一位參與事奉的在

每一天的日營的過程中

都存有一顆謙卑服事的

心。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求神幫助讓參與日營的

老師和孩子們在週末有

很好的休息。藉著主日

明白當紀念安息日，並

為孩子們每天可以讀神

的話語禱告。 

 
為今天的見證分享活動

禱告，求神預備孩子們

的心，使用日營老師

們，讓福音的種子在孩

子們的心裡紮根。 

 
籍著今天的聖經學習，

求神使孩子們相信，只

要信靠上帝，神會幫助

他們有自律的心。為孩

子們願意用行動來榮耀

神禱告。 

 
為今天的跆拳道鍛煉特

別活動感恩，求神賜給

孩子們健康，並可以平

衡每天的室內和戶外活

動。求神使孩子們通過

各樣的活動，彼此建立

聯繫，為在主裡一同成

長打下基礎 

 

 
求神用保羅坐船去羅馬

的故事鼓勵孩子們，並

賜給孩子們不畏懼的

心，使他們相信愛我們

的神可以賜力量面對可

能遇到的任何挑戰。 

 
為今天的聖經知識競賽

活動禱告。求神堅固孩

子們的信心，明白聖經

是天父賜下的話語，並

使孩子們不僅喜歡讀神

的話，並願意遵循神的

話。 

 

 
為本年度的網上日營順

利結束感恩。為孩子們

在日營結束後繼續願意

尋求神的心志禱告。將

一切的榮耀頌贊歸於天

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