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

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篇 100：4-5 

默禱    

宣召  眾立 

祈禱  眾立 

唱詩 耶穌基督是主 

你的愛不離不棄 

住在你裏面 

眾立 

 

代禱            

奉獻  會眾 

經文宣讀 以斯拉記 6:19-22 

信息分享 回歸聖言的準備 羅梁玉玲傳道 

回應詩歌 你的話 會眾 

 三一頌  眾立 

祝福  眾立 

迎新報告   

禮成詩  眾立 

 

 

 

 

本週金句 

 

「從擄到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穢、歸附他們、

要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都吃這羊羔，歡歡喜喜地守除酵節七日；

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堅固他們的手，作

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以斯拉記 6: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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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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後請到體育館享用茶點。 

1. 禱告會消息： 

下次禱告會為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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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教會年長者透過網路參與主日崇拜，教會崇拜將在教會網頁，

固定用 YouTube鏈接播放。 

2023年第二季度（4-6月）崇拜事奉表已經打印好，請參與事奉的同工

到接待處領取。 

崇拜部現招募同工一同參與侍奉，崇拜部的侍奉崗位有：主席、讀經、

音響、PPT、直播等，如你有感動參與以上崗位侍奉，請與楊傳道或崇

拜部黃金虎執事聯係。 

下周 4月 2日是聖餐主日，請弟兄姊妹預備心來參加。 

3. 傳道部消息： 

• 本教會將與恩雨之聲機構於 3月 31日(五)晚上 7:30聯合舉辦佈道會,

主題: 嚐嚐喜樂；講員: 小金子,請兄姊們邀請親友參加。（詳情海

報請參照教會網站） 

• 教會將於 4 月 9 日舉行復活節洗禮，請上完慕道班弟兄姊妹，向傳道

部李光明執事報名。 

4. 成人基教部： 

• 2023 年冬季主日學課程如下，冬季主日學最後一次上課為 3 月 26 日，

春季班將於 4月 16 日開始。 

o 慕道班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o 初信造就班: 《使徒信經》上課鏈接: 

https://meet.google.com/ixh-azrb-usz      
o 聖經概覽班: 「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劃」: 大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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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et.google.com/usn-ypdw-tdq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https://meet.google.com/ixh-azrb-usz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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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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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兒童部消息： 

• 暑期兒童夏令營 （實體）：7月 3-21日， 3周。 

年齡：9月份入學 1-8年級的孩子 

晨鳥價： $300一人；常價：$350一人 

晨鳥註冊時間：4月 16，23，30 號;主日結束後在體育館 

常價註冊時間：5月 14號，主日結束後在體育館 

詳情可以在教會的網上查閱 https://youth.tmccc.ca/vbs/campers/  

請上教會網站打印註冊表或者到前臺索取，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系兒童

部的 Amy Hu(胡愛民）姐妹。 

• 兒童暑期聖經日營現招募導師，義工多名。歡迎 Gr. 9 以上對兒童事

工有興趣者申請。詳情可點擊 https://youth.tmccc.ca/vbs/staff/ 

申請表格。截止日期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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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辦公室消息： 

為了更好的協助教會發展事工，教會辦公室現招募義工，凡已受洗並

在本教會參與崇拜三年以上者，歡迎與教會行政秘書吳浦帆（Mia）

姊妹報名，恩賜不限，時間不限。聯絡電話 416-299-3399，郵箱地址

miawu@tmccc.ca 

8. 其他： 

執事會將在下周日下午 1：30 在教會舉行, 請各教牧執事按時出席。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https://youth.tmccc.ca/vbs/campers/
https://youth.tmccc.ca/vbs/staff/
mailto:offering@tmccc.ca
mailto:郵箱地址miawu@tmccc.ca
mailto:郵箱地址miawu@tm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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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會 消 息      

1.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將於 2023 年 7 月 8 日- 16 日在 Oujé-

Bougoumou（魁北克省的原住民保護區）舉辦為期一週的聖經營。對原

住民訪宣有負擔的兄姊或有興趣加入團隊的，請聯絡謝倢伃傳道 

muriel@nyccc.ca。報名表格可在

https://forms.gle/FtmSwnPHyTauUGWC6  下載。 

2. 宣教士何明恩 (神州華傳) 

感謝神，明恩在柬埔寨磅同省開始「本地老師們的媽媽事工」已有三

個多月；她發現鄉村的人願意接觸教會遠比城市的要多。求主供應事

工所需及感動教會兄姊積極支持及代禱。請禱告記念他們為發展事工

購買福音車、《愛之家》宿舍的學生與老師們能彼此和睦相處、及老

師們與配偶有信心繼續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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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會上主日崇拜統計： 

主日學 主日崇拜 

英語 9 英語 54 

國語 56 國語 237 

兒童 15 

青年 12 

主日學總人數 92 崇拜總人數 318 

 

10. 奉獻 

2023年 3 月 19 日 經常 建堂 宣教 感恩 

英語堂 3,750.00 500.00 800.00 0.00 

國語堂 4,160.00 135.00 165.00 180.00 

2023 年 
上週總奉獻 每週目標 2023 年奉獻累積 

至上週 

2023 年奉獻預算目標  

至上週 

經常 8,090.00 10,596.91 91,597.2 127,162.92 

建堂 635.00 0 2,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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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 27 周二 28 周三 29 周四 30 周五 31 周六 1 

舊約 
耶 

23-24 

耶 

25-26 

耶 

27-28 

耶 

29-30 

耶 

31-32 

耶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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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俄烏戰爭禱告，求主扭轉各國領導人的心，止息戰爭，保守百

姓免遭戰火的蹂躪，還世界以和平和公義。 

• 為教會禱告: 

o 為教會的各教牧、執事和團契職員禱告,求主裝備使用祂的工人

在教會中同心合意服事祂的羊群。 

o 為 3 月份的布道會禱告，求主預備人的心，修直他們的道路，使

他們有饑渴慕義的心，來尋求認識主。 

o 為教會出行的短宣隊禱告，求神使用他們成為主恩典的出口，也

保守他們平安健康。 

o 為辛克弟兄和王曉姐妹禱告，他們已經去到英國宣教，求神保守

他們平安的腳步，也賜給他們能力為主做見證。 

• 為肢體代禱: 

o 繼續為李林述瑾姊妹、何林姐妹的腰傷禱告，也為崔松林弟兄的

腳傷禱告，求主保守他們早日痊癒。 

o 為教會長者禱告，求主保守看顧他們身體健康。 

o 為回國探親的宗文君姐妹、李巧雲姐妹禱告，求主與她們同在，

保守她們在國內的生活一切順利，也賜給她們能力為主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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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事奉人員（3月 26日）  下主日事奉人員 （4月 2日） 

午堂  午堂  

講員 羅梁玉玲傳道  講員 楊啟文傳道 

主席 曹建轍  主席 徐一洪 

領詩 王崢  領詩 管連江 

司琴 賈陳彥君  司琴 陳李曉蓉 

代禱 陳曦牧師  代禱 胡立濤 

讀經 曹建轍  讀經 徐一洪 

司事 
胡立濤 張蕾  

司事 
方文康 董立艷 

龐迎寧 李秀珍  高積生 牛慧榮 

迎新接待 陸元敏，伍彩兒  迎新接待 陸元敏，伍彩兒 

祝福 陳曦牧師  祝福 陳曦牧師 

報告 陳曦牧師  報告 羅梁玉玲傳道 

鮮花奉獻   鮮花奉獻  

統籌 陳贊  統籌 陳贊 

音響 裴金  音響 陳英麟 

投影 鄭航  投影 湯志剛 

錄影 劉樹民  錄影 黄金虎 

直播 劉樹民  直播 黄金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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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  https://meet.google.com/jim-qrfb-uzx  

初信造就班:  

《使徒信經》 

33 
https://meet.google.com/ixh-azrb-usz    

聖經概覽班: 「靜思

100: 系統靈修讀經計

劃」: 大先知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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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書卷班: 《路加福

音》神是我們的救主 

6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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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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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h-azrb-usz
https://meet.google.com/bvr-bjto-xvy
https://meet.google.com/pcs-fher-z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