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道浸 信會 (美麗 徑堂 )
Logos Baptist Church (Milliken)
粵語堂崇拜 (10:30am)
預備心靈

2020 年 9 月 20 日

宣召 / 靜默
耶路撒冷啊，你要頌讚耶和華！
錫安哪，你要讚美你的神！因為他堅固了你的門閂，
賜福給你中間的兒女。
(詩篇 147:12-13)
祈禱

王志鵬傳道 (Pastor Lawrence Wong)

讚美禱告

詩歌

每天每刻獻上為你

聆聽主道

經文

路加福音 19:1-10

信息

撒該快下來

回應主恩

回應詩

真實的悔改

報告祝福

神家消息

王志鵬傳道 (Pastor Lawrence Wong)

祝福

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司職人員
講員

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領詩

區康林弟兄及讚美小組 (Colin & Praise Team)

影音

蕭健民執事 (Edwin Siu) / 黎永健理事 (Jacky Lai)
陳輝雄弟兄 (Fai Chan)

神家消息

請瀏覽教會網頁，可查看以下各項神家消息更多詳儘資訊

熱誠歡迎

行政會務

歡迎各位朋友和主內肢體參加我們的網上崇
拜，願神賜福你，讓證道浸信會成為你屬靈
的家。

《2020年會AGM》執事會決定將年會順延至
9月27日(下主日)下午2:00至4:00在教會及網
上同步舉行。如果你想親臨參加年會，請在
9月27日之前致電教會辦公室 (905) 305-6467
或電郵至 office@logosbaptist.org 預先登
記。

下主日講道經文:
約翰福音 4:28-30；39-42
週三實體及網上視像祈禱會
9月份祈禱會由王志鵬傳道負責 (晚上8:00)
週三實體祈禱會在教會B12室舉行，與視像
祈禱會同步進行，詳情請向粵語堂牧者查詢
，或瀏覽教會網頁及每週通訊。

敬拜生活
1. 隨着我們進入2020年的最後幾個月，我們
的講道系列將會聚焦在聖經不同的人物，研
讀他們在建立門徒品格上的操練及詮釋。請
繼續以謙卑的心回應講道及反思對生命的更
新。
2.《讀經計劃》9 月份的「爾道自建」靈修
資料經已備妥。請使用流動應用程式。

2020 證道聯堂差傳培靈會
主題: 「疫情! 逆情下的宣教挑戰」
(於網上視像舉行)
粵語及國語堂差傳培靈會：
10月17日(週六) 晚上7:30pm
講員：吳克定牧師 (Rev. Dr. Harding Ng)
英語堂差傳培靈會：
10月16日(週五) 晚上7:30pm
講員：Cid Latty
兒童差傳培靈會：
10月17日(週六) 晚上7:30pm
講員：Vance Sutherland
(歡迎 JK – G.6 兒童參加)
詳情請查看證道聯堂差傳培靈會網頁：

http://lbcjm.org/jmcc/
靈命培育
1.《主日學 》(網上Zoom視像授課)
主日學由早上9:30及11:45 網上授課，詳情
請瀏覽教會網頁及每週通訊。
2.《證道查經班》將於10月6日在網上開課，
逢星期二早上 10:00-12:00，採用「明道社」
查經材料，研讀「約翰一二三書」及「希伯
來書」，報名請聯絡吳瓊頌牧師或 Doris
Chung 姊妹，905-305-6467。

社區關懷
《證道英文班 English Class》
2020 - 2021年新年度將於10月8日網上
(Zoom meeting) 授課，分高、中、低三班，
上課時間，逢星期四早上10:00點至中午
12:00點。
1. 現正招收新同學。
2. 誠邀願意事奉的兄姊參與為英文班老師。
請與李惠容傳道或 Helen Siu 姊妹查詢，905305-6467。

其他
1.《奉獻方式》請瀏覽教會網頁及每週通訊
a.「Interac 電子轉帳」奉獻
弟兄姊妹可以使用Interac電子轉帳方式奉
獻。電郵： tithe@logosbaptist.org
b.「郵寄方式」奉獻
c.「親身遞交」奉獻
d.「Tithe.ly 應用程式」奉獻
2.《教牧、同工及辦公室消息》
a. 教會辦公室現已恢復辦公，教牧同工及辦
公室同工將會輪流在教會上班。
b. 如需聯絡教牧及同工，除透過電郵方式或
WhatsApp聯繫，亦可致電教會 905-3056467，電話接通後立即按「0」接駁到留言
信箱，留下簡單口信、姓名及聯絡電話，以
便我們可以回覆你。

下週司職人員安排
下週司職人員
2020 年 9 月 27 日
講員

杜枝生牧師 (Rev. David To)

詩歌

伍偉業弟兄及讚美小組 (Frankie & Praise Team)

影音

蕭健民執事 (Edwin Siu)

黎永健理事 (Jacky Lai)

陳輝雄弟兄 (Fai Chan)

張玉富弟兄 (John Tjon)

八月份奉獻
常費奉獻

$113,013.20

差傳奉獻

$11,133.00

建堂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請使用網上奉獻、用郵寄方式把

$1,220.00 支票寄至教會、或親自把奉獻送
$35,740.00

到教會。感謝弟兄姊妹的支持。

$161,106.20

使命宣言
「 我 們 的 使 命 是 要 積 極 遵 守 及 履 行 耶 穌 基 督 所 吩 咐
的 大 誡 命 及 大 使 命 ， 見 證 真 道 ， 佈 道 植 堂 ， 在 教 會
內 外 彰 顯 耶 穌 基 督 是 主 是 神 。 」

教會三年主題 (2018-2020)：去 • 結果子

今年分題：去結果子

署理主任牧師：馬天佐牧師
粵語：吳瓊頌牧師、李偉光牧師、李惠容傳道、王志鵬傳道
國語：趙舜民牧師、潘榆玲傳道
英語：馬天佐牧師、黃千信傳道

兒童：吳麗蘭傳道

創會顧問牧師：馬英傑牧師
(Tel) 905-305-6467 (Fax) 905-305-6468 office@logosbaptist.org
133 Old Kennedy Rd, Markham, L3R 0L5 | www.logosbaptist.org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粵語堂主日崇拜講道筆記
2020 年 9 月 20 日

主題：撒該快下來
經文：路加福音 19：1-10

重點：
耶穌在地上最後一週，進入耶利哥，與撒該相遇。故事令
人驚訝的地方，耶穌竟在人群中選中撒該到他家中住宿，
導致群眾對耶穌的舉動議論紛紛。撒該反應，180 度轉
變，接待耶穌，並有實際生命行動的改變。
今天信息的重點：撒該與主相遇，生命產生重大改變，耶
穌的行動，啟發了今天信徒的使命。
筆記：
1. 我們怎樣看別人，怎樣看自己 (v1-4)
2. 耶穌怎樣看撒該，怎樣看我們 (v5-7)
3. 當撒該遇着耶穌，當我與耶穌相遇 (v8-9)
4. 我的挑戰 (v10)

反思：
1. 當我遇着了耶穌，我的生命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2. 我可以怎樣行耶穌所行，做耶穌所做的？

各堂代禱事項
2020 年 9 月 20 日
神家代禱
1. 2020 年教會主題是：「去結果子」。這是延續三年教會「去，結果子」的主題，讓我們積極追求
靈裏的成長，貫徹門徒倍增的見證。請為教會推動「門徒導向教會」的方向及計劃禱告；教牧現
正商討及計劃 2021年度的教會主題及方向，祈求天父引領。

2. 為9月27日的「教會年會」禱告，求聖靈感動肢體踴躍參加，支持教會事工運作的同時也求主掌管
帶領「年會」能順利進行。

3. 隨著「COVID-19」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教會繼續舉行網上崇拜。 作為一個信仰的羣體，讓我們同
心尋求神的旨意，一起渡過這艱難的時刻，與主建立更親密關係。教會不單是信徒崇拜的地方，
更是一個實踐「門徒導向」的信仰羣體。請為教會領導團隊禱告，現正積極籌備教會重新開放的
一切妥善安排。

4. 為在疫情下受影響的每一位肢體禱告 — 前線工作的各行各業工作人員、醫護人員、受到暫時解雇
的人；還需要每天上班或在家中工作的人。請為學生和老師禱告，9月新學期重返校園上課，求主
看顧保守在疫情下學生們重返校園的適應，及為老師需要預備各項教學的安排禱告。

5. 隨著緊急狀態令續漸解封，第三階段經已重啓，求主讓我們關心體貼我們的家人和朋友的需要。為
教牧及同工們禱告，讓彼此同心集結力量，一同面對新階段的適應和轉變，並為迎接疫情第二波作
好充份準備。

神國代禱
1. 為所有本地及海外事奉的宣教士及各宣教伙伴禱告、求主在疫情下格外保守他們，免受病毒感染。
2. 聯堂差傳培靈會將於10月16-17日(週五及週六) 舉行，請為培靈會講員禱告：吳克定牧師、Cid
Latty、Vance Sutherland，求主火熱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差傳事奉的心。

3. 願我們學習彼此相愛，實踐愛心關懷和付出，活出基督的愛。
a. 為所有前線工作人員禱告，保守他們雖然在前線，卻不被病毒感染，讓他們的家人得到照顧，使
他們可以安心。
b. 為失業人士、家庭及失去收入的商舖禱告，求主憐憫，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在心靈和物質需要上
得到解決！
c. 為那些在疫情下受到隔離的人及居住在老人中心的長者禱告，因他們與家人及親友隔絕，導致心
靈不安和焦慮，甚至出現抑鬱情緒，求主親自安慰。
d. 為教會的 「COVID 19 關愛 • 齊心通訊」禱告，盼望有機會去祝福他人。並為既要在家中上班、
又要兼顧子女的夫婦禱告，求主幫助他們有智慧地運用時間，適當地安排日常的各項大小事務。
e. 請為全球受疫情影響的地區禱告，求主憐憫醫治那些受到感染的人，並安慰那些因這疫症痛失
親人的人。
f. 為加國及安省政府禱告，雖然省府經已重啓第三階段，仍然祈求神繼續帶領政府為市民謀求最安
全的政策及措施。

4. 隨著「COVID-19」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求主賜給我們更多機會去接觸我們的鄰舍，向他們表達
我們的愛心和關懷。

5. 請為美國山火造成的傷亡，並林木及房屋損毀禱告，也為鄰近的城市如，溫哥華、西雅圖等禱
告，濃煙造成霧霾繼續籠罩這些城市，對當地居民的健康構成風險，求主保守。為我們所居住的
城市禱告，祈求神保守我們有良好的治安與保護。為世界各地極端天氣釀成的天災禱告，與及在
全球各地出現的反種族歧視、香港的社會衝突事件及嚴峻的第三波疫情禱告，求主憐憫掌管。

粵語堂
1. 由於安省經已重啟第三階段，大部份人士要回到工作崗位，為他們適應在家庭及工作的平衡禱告。
2. 為配合教會2021年方向，請紀念粵語堂教牧同工正商討落實方向建立弟兄姊妹。
3. 請記念在疫情影響下的牧養安排禱告，透過不同的形式仍然可以牧養弟兄姊妹。
4. 請記念長者事工，特別居住於安老院的長者，暫時未能探望他們，願主賜他們平安。
5. 為弟兄姊妹參與每週不同時間舉行的「教牧與弟兄姊妹網上分享禱告時段」代禱。
6. 鑒於香港不穩定的情況，將有回流的加拿大人及香港的新移民，請為籌劃迎接回流及新移民的事工
禱告。

7.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李偉明師母、黃劉珠清、李黃笑群、Jeremy Shum、徐旭林 (Benny)、
關敏珊 (Maggie)、陳佩芳、Connie Huang (童軍家長)、余麗珍 (許美萍Virginia 的母親)、
鍾嘉英 (Gary)、麥小慈 (麥偉峰Alex 的姐姐)、顏楊堯雲。

國語堂
1. 為自己與神的關係： 在這特殊時期把危機變成安靜禱告與神親近的機會，求神保守自己能活出神
喜悅的樣式榮耀祂。

2. 為教會的牧者、執理事等領䄂們禱告： 求神賜下智慧與能力，知道如何在這特殊時期作出合乎神
心意的決定，帶領教會更健康地發展擴大，在社區像明燈照亮，將神國的美好顯於世人面前。

3. 為失業的人禱告： 求神讓弟兄姊妹忍耐等候、順利渡過難關。經濟上有困難的能互相交通、彼此
幫助。

4. 為身體軟弱的禱告： 傅景文弟兄、盧爾健先生及晏淑華女士等，並為李關武小兒子 Emmanuel 的
髖關節疼痛禱告；求神讓林麗玉姊妹能儘快得到合適的醫治，賜醫生智慧將病灶完全控制並清除。
特別為疫情時期的長者們祈禱。求神保守他們有健康的身體，有慢性老年病的能得到很好控制，儘
量不用去醫院就診。

5. 為弟兄姊妹參與的鏈接祈禱，求神感動更多肢體參與一起禱告，為世界為教會守望。

英語堂 / 青年事工
1. 請為英語堂週二、週三晚上7:30及週四、週五上午10:30 的網上祈禱分享會禱告，鼓勵大 家在這個
不明朗的時期踴躍參與。

2. 請為英語及青少年團契聚會禱告：
a. Katalyst 中學生團契： 9月25日週五晚有「敬拜與禱告之夜」。
b. Refresh 成人及青年團契：9月25日週五晚有「網上小組聚會」。
c. Philia 初中學生團契：9月26日週六晚有「網上查經」。
教會雖然因疫情影響而停止正常的聚會，但願團契小組可以網上形式繼續聚會，彼此關顧，茁壯成
長。

3. 繼續為身體及心靈軟弱的弟兄姊妹祈禱。
4. 為Gr.6學生開始加入英語堂及青年事工 (EM/YM) 聚會的過渡及適應禱告，盼望YM導師們可以
培育他們成為門徒並結出屬靈的果子。也為Gr.8學生將會升讀高中，及Gr.12學生準備入讀大學
的適應禱告。

兒童事工
1. 為兒童禱告，求主讓他們在這段期間經歷與神同在和平安。
2. 為Sunlight Bundles禱告，願神帶領我們的導師去編排節目，通過團契聚會，幫助孩子們學習神
的愛和恩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