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14 

默禱    

宣召  眾立 

祈禱  眾立 

唱詩 榮耀歸於真神 

我們渴望的耶穌 

眾立 

 

短宣差遣禮 

代禱 

奉獻  會眾 

經文宣讀     路加福音 1：46-55 

信息分享 我心尊主爲大 陳曦牧師 

回應詩歌      我的心 你要稱頌耶和華 會眾 

 三一頌  眾立 

祝福  眾立 

迎新報告   

禮成詩  眾立 

 

 

 

 

本週金句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 神我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 1：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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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事 報 告      

歡迎兄姊及慕道朋友一起聚會，特別歡迎首次參加崇拜的新朋友,  

迎新接待的同工將與新朋友聯系, 幫助你們認識了解我們的教會。 

1. 禱告會消息： 

禱告會為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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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 

2. 崇拜部消息： 

• 英文堂實體崇拜 

主日上午 9時開始，Google Meet同步進行: 

https://meet.google.com/usn-ypdw-tdq (每週鏈接都是一樣) 

• 中文堂實體崇拜 

請需要網絡崇拜的弟兄姊妹填寫以下登記表，本周主日網絡鏈接會在

登記後發送至登記郵箱，請查收。 

登記表：https://forms.gle/TG1TBSZrXhBLbrq68  
• 常青團網上崇拜 

為方便教會長者上網參加主日崇拜，從 12月 25日起將為常青團契開通

Google meet (https://meet.google.com/jhp-eznz-xdd)，有需要者可

以直接到教會網頁上，點擊進入。其他上網均保持不變。 

• 鮮花認獻 

歡迎兄姊們踴躍參與認領 2023年度的鮮花奉獻,以鮮花作為一份禮物獻

給神。認領奉獻方式為：每次$40，可用支票或现金支付，請填寫夾頁

中的認獻表，並交予接待處吳浦帆姊妹。網上電子轉賬的兄姊，請先

登錄以下網址填寫認領信息。截止日期：12 月 29日 

認獻表 https://forms.gle/U38vtE1wGciND5qb6  

3. 成人基教部： 

明年 2023年冬季主日學的課程安排如下, 開課日期為 1月 8日-3月 26

日。 

• 聖經書卷研究「路加福音簡介」講座 

日期：2023 年 1月 7日 (週六)，9:00-11:30 am 

地點：23 室  

線上旁聽：https://meet.google.com/vgr-qvrt-syi  

內容：路加福音簡介；教學大綱示範 

講員：方豪老師；常寧執事 

• 慕道班 

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 初信造就班: 《使徒信經》 

https://meet.google.com/usn-ypdw-tdq
https://forms.gle/TG1TBSZrXhBLbrq68
https://meet.google.com/jhp-eznz-xdd
https://forms.gle/U38vtE1wGciND5qb6
https://meet.google.com/vgr-qvrt-syi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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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evu-hjzi-vqq  

• 聖經書卷班: 《路加福音》神是我們的救主  

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 聖經概覽班: 「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劃」: 詩歌智慧書下 

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4. 傳道部消息: 

本教會將與天恩藝術家團契於 1月 28日(六)晚上 7:00聯合舉辦音樂佈

道會，主題: 真正的福；講員: 龔明鵬牧師，內容：信息、詩班、聲樂

及器樂節目等，請兄姊們邀請親友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單張。 

5. 差傳部消息： 

COCM(基督教華橋佈道會）年底舉辦海外學生營，針對國內年青優秀海

外學生，分享傳遞基督救恩；教會有楊啟文傳道、王雅靜師母，辛克

弟兄、王曉姊妹及解丹迪姊妹參加。其間有楊傳道被安排兩次主題講

道，並其他人都有協談、分享、帶領的工作；願神保守他們服事的果

效，及平安的行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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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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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電子轉賬號為: offering@tm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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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執事會消息: 

• 任命主日將於 1月 8日崇拜時舉行，請各教牧執事及團契職員，屆時務

必出席聚會接受任命。 

• 下次執事會將 1月 8日下午 2 點在教會舉行,請各教牧執事按時出席。 

8. 其他消息： 

• 教會辦公室將於 12月 26日至 27日；1月 2日至 3日休假, 請兄姊們留

意。 

 

 

 

 

 

https://meet.google.com/evu-hjzi-vqq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mailto:offering@tm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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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會 消 息      

• 《華基家訊》2022年 12月號-「風起雲湧」已經出版。歡迎閱讀、分享。

期刊鏈 接： https://bit.ly/3GhAUIx 。轉載請列明文章作者及出處。

可前往華基各教會免費索取期刊，或從聯會網站(acem.ca)下載電子文 

本。 

• 華基聯會辦事處將於 12月 26日至 1月 3日休息 。 

• 張應造 (神州華傳 - 巴西)  

在過去一年裏，應造經歷許多困難，但神的恩典夠用，時刻看顧及保守 

他。 數月前他接待了四隊短宣隊，舉辦了義診及佈道會，共帶領了四人信

主。 教會將於 12 月 25日舉行聖誕聯歡會，屆時邀請慕道朋友和小孩子一

同參加，希望藉遊戲和信息能讓他們更認識福音，認識教會！ 應造計劃明

年能多與弟兄姊妹溝通，傾聆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也盼望教會肢體合 

一，彼此在屬靈生命上建立，榮神益人，擴展神家，推廣事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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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會上主日崇拜統計： 

主日學 主日崇拜 

英語 6 英語 59 

國語 N/A 國語 202 

兒童 9 

青年 13 

主日學總人數 28 崇拜總人數 283 

10. 奉獻 

2022年 12月 18 日 經常 建堂 宣教 感恩 

英語堂 1,240.00 0.00 150.00 0.00 

國語堂 13,135.00 40.00 340.00 205.00 

2022 年 
上週總奉獻 每週目標 2022 年奉獻累積 

至上週 

2022 年奉獻預算目標  

至上週 

經常 14,580.00 10,742.92 439,376.1 547,888.92 

建堂 40.00 0 17,506.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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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周一 26 周二 27 周三 28 周四 29 周五 30 周六 31 

舊約 
詩 

134-135 

詩 

136-137 

詩 

138-139 

詩 

140-141 

詩 

142-143 

詩 

144-145 

詩 

146-147 

*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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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會 代 禱 事 項 💮 

• 為萬民禱告: 

o 為世界各地疫情的反覆禱告, 求神賜下屬天的平安, 遏止疫情的

擴散。 

o 為烏克蘭的局勢禱告，求主賜下和平，保守那裡的人們平安，也

求主的公義彰顯，使人看到主的榮耀。 

• 為教會禱告: 

o 為教會同心扎根真理, 為主活出美好的見證禱告。 

o 為教會的各教牧、執事和團契職員禱告,求主裝備使用衪的工人

在教會中同心合意服事衪的羊群。 

o 為英國短宣隊即將出發禱告，求主加力，賜美好的事工果效。 

• 為肢體代禱: 

o 為郭佩娟姊妹將於 1 月 13 日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求主預備心

及保守手術及康復之順利。 

o 繼續為羅川身體及李林述瑾姊妹髖骨疼痛禱告，求神醫治保守。 

o 楊惠森弟兄治療後身體仍虛弱，求神憐憫醫治。 

o 為教會長者(徐媽媽、袁太等人)禱告，求主保守看顧他們。 

  



 8 

本主日事奉人員（12月 25日）  下主日事奉人員 （1月 1 日） 

午堂  午堂  

講員 陳曦牧師  講員 陳曦牧師 

主席 曹建轍  主席 葉曙天 

領詩 雅歌敬拜小組  領詩 管連江 

司琴 賈陳彥君  司琴 賈陳彥君 

代禱 羅梁玉玲傳道  代禱 羅梁玉玲傳道 

讀經 曹建轍  讀經 葉曙天 

司事 
胡立濤 張蕾  

司事 
崔松林 閻成君 

何晚成 李秀珍  劉曉月 董立艷 

迎新接待 鄭湘, 伍彩兒  迎新接待 李光明， 陳贊， 顧菁 

祝福 陳曦牧師  祝福 陳曦牧師 

報告 羅梁玉玲傳道  報告 羅梁玉玲傳道 

鮮花奉獻   鮮花奉獻  

統籌 陳贊  統籌 崔松林 

音響 張建波、劉樹民  音響 劉樹民 

投影 鄭航  投影 鄭航 

錄影 劉樹民  錄影 陳英麟 

直播 陳英麟  直播 陳英麟 

💮 教 會 經 常 活 動 💮 

主日崇拜 主日學 教會禱告會 

國語 上午 11:00 成人國語 上午  9:15-10:15 
每月第 2、4 週  

週三晚上 7:30 
英語 上午 9:00 成人英語 上午 11:00-12:15 

兒童 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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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課程💮 

2023 年冬季主日學的課程安排如下, 開課日期為 1 月 8 日-3 月 26 日。 

課程名稱 課室 鏈接 

慕道班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初信造就班:  

《使徒信經》 

暫定 
https://meet.google.com/evu-hjzi-vqq      

聖經書卷班: 《路加福

音》神是我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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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概覽班: 「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

劃」: 詩歌智慧書下 

暫定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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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主任牧師 陳曦牧師 英語事工 
Rev.Daniel Lee 

(李崇基牧師) 

顧問牧師 吳國寶牧師 (義務) 兒童事工 

Children & Youth Pastor 

Andrew Cheung 

(章文浩傳道) 

顧問牧師 王成偉牧師 義務傳道 羅川傳道 

國語事工 
羅梁玉玲傳道 

(副主任) 
教會行政 吳浦帆姐妹（Mia Wu） 

 楊啓文傳道   

特約講師 方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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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https://meet.google.com/evu-hjzi-vqq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