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 道 浸 信 會 ( 美 麗 徑 堂 )  
Logos Baptist Church (Milliken) 

粵語 / 國語 / 英語聯合崇拜 (11:00am) 2023年 5月 21日 

預備心靈 宣召 / 靜默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

為！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要以他

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要尋求

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詩篇 105:1 - 4)   

 祈禱 王榮耀弟兄 (Cary Ong) 

讚美禱告 詩歌 因祂活著 Because He lives / 樂意敬拜 

   

聆聽主道 經文 撒母耳記上16:1-7 

 信息 上帝監察我的心 

回應主恩 回應詩 Jesus you are the centre 

   

 奉獻  

報告祝福 神家消息 王榮耀弟兄 (Cary Ong) 

 三一頌  

 祝福 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司職人員    

講員 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主席 / 傳譯 王榮耀弟兄 (Cary Ong) 

詩歌 方肇勤弟兄 (Kennic Fong) 

影音 崇拜影音組 (Worship AV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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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資訊  

熱誠歡迎    

歡迎各位朋友和主內肢體參加今天的崇

拜，願神賜福你，讓證道浸信會成為你屬

靈的家。 

 
下主日講道經文: 撒母耳記上24章 

 
週三網上視像祈禱會 (晚上8:00) 

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加週三祈禱會。 

請「點擊」參加 

 
敬拜生活 

1.《粵語堂崇拜網上連結》 

網上直播崇拜早上11:00舉行，弟兄姊妹

可「點擊」連結，參加網上崇拜。 

3.《使用手機聆聽粵語堂崇拜》 

使用手機聆聽崇拜請電 647-374-4685。 

ID：495-340-200  請輸入密碼：123123 

 
宣教佈道   

《網上福音班》 

每主日早上9:00舉行，請邀請未信主親友

參加。請「點擊」  

 
證道暑期活動 

Koinonia Camp 2023  
1. 7月 10日至 8月 11日(五個星期)。

Children Track (JK-Gr.3) ，Leadership 

Track (Gr4-Gr.8) 的學生參加。 

報名及下載申請表，請「點擊」 

截止報名日期：6 月 23日 

2. 兒童日營現招募義工 

截止申請日期 5月 31 日 

電郵: lbcchildren@logosbaptist.org 

請聯絡吳麗蘭傳道 (Pastor Angelina)或馬

金驊姊妹 (Connie Ma) 

 

 

靈命培育 

《新一季主日學》(實體授課) 

主日學於 6月4日至 8月27日早上 9:15 – 

10:30舉行，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或

查閱程序表附頁。下載報名表格 「點

擊」 

 

其他  

1.《招募幼兒室義工》 

現招募義工在主日上午 11:00於幼兒室

當值。凡有興趣者，請電郵致： 

吳麗蘭傳道 (Pastor Angelina)：

angelina.hung@logosbaptist.org  或 

馬金驊姊妹 (Connie Ma)： 

connie.ma@logosbaptist.org 

2.《嬰孩奉獻》 

教會定於每年6月舉行嬰孩奉獻，如欲

參加嬰孩奉獻禮，請與教牧聯絡。 

3. 《肢體消息》 

希伯崙團葉屈玉靈姊妹 (Y. L. Yip) 於 5

月 14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她的女兒

及其家人。 

4.《教牧、同工及辦公室消息》 

a. 趙舜民牧師 (Rev. Fred Chiu) 於5月24

日至6月15日休假，6月16日(週五) 恢復

上班。 

b. 5月22日 (週一) 為「維多利亞日」假

期，教會辦公室休息一天。 

c. 教牧及同工將於5月23日 (週二) 為

「維多利亞日」假期補假，於5月24日 

(週三) 恢復上班。 

https://us02web.zoom.us/j/83246507277
https://www.logosbaptist.org/chome/
http://www.logosbaptist.org/cevclass/
https://logosbaptist.ca/events/koinonia/
mailto:lbcchildren@logosbaptist.org
https://forms.gle/sfzrMTyKx1qVi2Lh6
https://forms.gle/sfzrMTyKx1qVi2Lh6


 

 

下厨樂 ~ 愛主又愛煮 
 

六月份實體聚會 

 

日期：6月 3 日(週六)  

時間：中午 12:00 至 下午 2:00  

地點：私人後園 

 

主題：燒烤樂 

費用：$10 (成人和小孩同價) 

 

截止報名：5月 27日(週六) 中午 12:00 

 

名額有限，有意參加是次活動請與 

Josephine Lau 姊妹或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報名和查詢詳情。 

 

「下㕑樂」網上/實體聚會目的是提供一

個公共平台，讓對美食和烹調有興趣的

人仕，彼此分享交流，希望大家食得健

康，煮的快樂。 

 

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參加！ 



下週司職人員 - 2023 年 5 月 28 日 

講員 吳瓊頌牧師 (Rev. KC Ng) 

主席 鄭國明理事 (Vincent Chang) 

詩歌 王榮耀弟兄 (Cary Ong) 

影音 崇拜影音組 (Worship AV Team) 

  

2023年4月份奉獻  4月累積 奉獻方式 

常費奉獻 $43,155.94 $198,090.66 

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請弟兄姊

妹儘量使用以下方式奉獻 

a.「Interac 電子轉帳」奉獻，

電郵：tithe@logosbaptist.org 

b. 「Tithe.ly 應用程式」奉獻 

c. 「親身遞交」奉獻 

d. 「郵寄方式」奉獻 

差傳奉獻 $3,262.00 $16,711.95 

建堂奉獻 $320.00 $1,850.00 

其他奉獻 $2,490.00 $14,336.00 

教會慈惠 $50.00 $1,381.00 

特別奉獻 CBM $0.00 $11,405.00 

特別奉獻  $0.00 $2,120.00 

總數 $49,277.94 $245,894.61 

查詢奉獻編號，請電郵至：offering.inquiry@logosbaptist.org 

電郵標題為「奉獻查詢」(Subject：Offering inquiry)，並請提供你的姓名。 

電話查詢: 905-305-6467 

 

使命宣言 

「愛神、愛人、建立門徒」  
 

教會主題 (2023-2024)：起行 
 

 

主任牧師：馬天佐牧師     

粵語：馬天佐牧師    吳瓊頌牧師    譚家麟牧師     胡廣綸牧師 (義務)        

            杜鑫  (粵語堂實習神學生)    

國語：趙舜民牧師 (義務)   潘榆玲傳道    楊    帆傳道     

英語：Rev. Scott Bissell     黃千信傳道      

兒童事工：吳麗蘭傳道 

創會顧問牧師：馬英傑牧師                顧問牧師：杜枝生牧師 
 

 

(Tel) 905-305-6467 (Fax) 905-305-6468   office@logosbaptist.org 

133 Old Kennedy Rd, Markham, L3R 0L5 | www.logosbaptist.org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https://www.facebook.com/lbcmilliken/


 

 

 

 

粵語堂主日崇拜講道筆記 

2023 年 5 月 21 日 

 

 

主題：上帝監察我的心 
經文：撒母耳記上 16:1-7 

 
 
講道重點：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大衛是個「合神心意」的人，但

是從經文所介紹的大衛又是個怎樣的人？是我們屬靈的樣板，還

是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 

若憑外貌，我們可以在神面前裝假嗎？神清楚我們內心，仍然揀

選、愛，使用我們，這就是上帝的恩情（Hesed)。 

 
 

講道筆記： 

1. 人看外貌，神看我內心 

 

2. 很難測透我的心 

 

3. 真人露相：我心所想 

 

4. 上帝監察我的心 

 
 
 

本週反思： 

1. 有誰測透我的心，我如何坦誠面對自己真我？ 

 

2. 上帝監察我的心，我如何帶着我的欠缺仍然事奉主？ 

 
 
 
 
 
 

 



 

 

 

各堂代禱事項 

2023年 5月 21日 

 

神家代禱 

1. 我們感謝神在過去42年一直與我們同在，願我們記念上帝在我們裡面，

並透過我們工作，讓我們起來，滿心歡喜地參與拓展祂的國度。為我們

能實踐證道的使命：愛神、愛人，建立門徒禱告。 

2. 為繼續有更多機會向我們的鄰舍、親友及家人分享福音禱告，以致他們看

到神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 

3. 求主讓我們作為一個社區，有一顆渴慕的心一起禱告，彼此同心，更清

楚地看到上帝對我們的計劃，互相關心並歸榮耀給神。 

4. 為證道大家庭充滿熱誠，興起並培養我們屬靈的熱忱和恩賜，為神的

榮耀建造教會，祈求更多的領袖起來，帶領我們走向未來。  

5. 為本週末舉行的春令會禱告，盼望藉此使我們作為一個教會大家庭，為祂

作見證。願我們一起學習、歡笑、用餐和禱告。 

 

神國代禱 

1. 願我們繼續祈求在今年裡，我們可以與別人分享福音，為世界帶來盼望

的信息。並藉著今年繼續舉行的特別活動，可以祝福我們的社區禱告。 

a. 為證道夏令營 (Koinonia Camp、Senior Camp) 招募員工和義工的籌備工作

禱告。祈求有更多人回應參與。 

b. 為即將展開的社區外展活動可以祝福我們的社區禱告。 

2. 為我們的宣教士和宣教伙伴能有機會分享福音、建立信徒禱告。為可以與

他們一起同工感恩，祈求他們在 2023 年事工上的努力，能繼續結出果子。 

a. 為即將在 Remix (多倫多)、巴拿馬、蒙古、墨西哥及德國舉行的短宣差傳

機會禱告。 

3. 為那些受到俄羅斯(Russia)入侵烏克蘭(Ukraine) 而流離失所的人，及為

兩地的和平、醫治和人們受到保護禱告。為蘇丹的內戰禱告。為亞伯達

省(Alberta)受山火影響的人禱告，我們為當地的事工夥伴奉耶穌的名向

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的工作禱告。 

4. 我們為 CBM 的工作，和我們之前為支持土耳其 (Turkiye) 和敘利亞 (Syrian) 

地震而提供的特別捐助感謝神。其中一項重大的行動就是為每天接近 10,000 

人提供食物。 

5. 為這個城市的精神病患者、精神受到困擾及心靈破碎的人禱告，祈求他們能

夠得到幫助。祈求我們作為一個屬靈團體能夠在這些情況下展現出希望。 

 

 

 



粵語堂 

1. 繼續為粵語堂理事忠心事奉，為主作美好見證禱告。 

2. 為粵語堂教牧及理事禱告，願神賜給他們智慧及喜樂的心來事奉祂。  

3. 為希伯崙團於5月開始恢復實體團契聚會禱告，求神保守團友回來聚會有健

康的身體及出入平安。 

4. 為新一季主日學禱告，求主幫助弟兄姊妹有一個積極尋求真理的心。 

5.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 

葉池麗桃、曾余美、李黃笑群、李劉淑玲 (Winnie)、甄結球、 

歐李潤蓮、賴佩鳳、郭文奇 (Jacky Kwok)。 

 

國語堂 

1. 為教會的牧者、執理事等領袖們禱告：求神使用教會的領袖們，成為愛

的榜樣，做一個使人成為門徒的門徒。  

2. 為準備受洗班的慕道朋友禱告：他們是鄭慧敏、林志海、丁大勇、李彥

海、李麗麗、林佳麗。求主預備他們的心。 

3.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馬耀光弟兄、林麗玉姊妹、林雅萍姊妹(Amy)、

傅景文弟兄、盧爾健先生、Emmanuel Li、高坪仙姊妹等等。 

4. 為國語學生團契禱告：盼望聖靈親自在學生們的心裡動工，將他們完全的

帶到主的面前，也求主保守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5. 為小組的建立禱告：求主保守已經參加了的肢體有火熱的心，投入小組

聚會；並感動更多弟兄姐妹積極參與小組，投入肢體生活。  

  

英語堂 / 青年事工 

1. 為英語堂肢體在踴躍參加每週三晚上8:00舉行的網上祈禱會禱告。  

2. 請為英語及青少年團契聚會禱告，求主讓他們的靈命能在團契中増長：  

a.  Katalyst 中學生團契：5 月 26 日「Alpha Session 6」，求主藉此可深

入探索為何聖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 

b. Refresh 成人及青年團契：祈盼可成為堅固我們的信仰及向新朋友分

享福音的團契。 

c.  Philia 初中學生團契：5 月 27 日「Gym Games Night」，求主藉此機

會邀請新朋友參加，増進彼此團契相交。 

3. 為證道壘球隊Arise禱告，新一季即將開始，求主讓他們能建立聯繫，  

並讓在信仰中尋求的新朋友，透過我們看見主耶穌。  

 

兒童事工 

1. 為即將轉入青年事工的六年級學生禱告，願神祝福他們順利過渡。 

2. 兒童事工 6年班和青年事工 7，8年班團聚聚會將會在 5 月 28日在兒童中心

舉行，為到學生和老師相交愉快禱告。 



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
粵語實體及網上主日學

2023年 6月 4日至 8月 27日

NT7【哥林多前書析讀】 吳瓊頌牧師
哥林多教會的敗壞是屬靈的驕傲, 和輕慢包庇罪惡的後果。保羅去信
的原因: 要矯正教會容忍罪惡與忽視混亂的現象; 澄清屬靈、屬肉體
和屬世之間的混淆; 答辯信徒對基督復活的無知和憑據; 並申說只有
回歸信、望和愛才能挽回這個敗壞的局面。

2023-4-30

請點擊此處報名

實體主日學 : 早上 9:15 am-10:30 am
班房將於 6月 4日開學時公佈

CL7【每日梗找到神的恩情】 譚家麟牧師
天父掌管我們的人生, 在每日的際遇中預備不同的福氣和恩典, 被祂
的美善性情 (神情 Hesed) 塑造, 更活像祂; 只要憑信心按聖經的教導
去尋找, 每日梗找到神的恩情! 本課程從聖經中的神學觀, 探討在生活
細節中尋覓及細味神的恩情, 讓我們一同領受摩西的人生智慧:「求你
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90:12)

【長者級主日學】 莫雅儀理事
今期課題「使徒保羅的宣教旅程」, 歡迎年長肢體參加, 一同學習。

網上主日學: 早上 9:00 am-10:15 am

TH2【還撒旦一個真面目(I): 聖經中邪惡的化身】 錢廣強理事
基督徒的生命, 從屬靈角度看是神與撒但和靈與慾的戰場。聖經中從
伊甸園到啟示錄都能找到鬼魔及邪惡的痕跡。這科是屬靈爭戰系列
的第一個單元, 探討撒但與邪惡的化身與象徵, 如: 蛇、古蛇(即大紅
龍)、地與海獸、亞巴頓、埃及、巴比倫、摩押、法老、歌利亞、敵
基督等, 讓學員領會屬靈爭戰的面貌。

https://forms.gle/sfzrMTyKx1qVi2Lh6
https://forms.gle/tX6AyN85aRg9TSDr5
https://forms.gle/sfzrMTyKx1qVi2L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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