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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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 / 國語合堂崇拜 (9:30am) 2019年 5月 5日 

  三十八週年堂慶主日 

預備心靈 靜默 / 反思  

宣召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詩篇 69:30) 

讚美 

詩歌 

將天敝開 /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祢真偉大 

全憑主恩 

獻祭 奉獻 

獻詩 從早晨到夜晚 

聆聽主道 牧禱 

讀經 

馬天佐牧師 

哥林多前書 1:4-9 

 信息 Enriched in Every Way 凡事富足 

回應主恩 回應詩 活出愛 

 神家消息 呂偉青牧師 

差遣 三一頌 呂偉青牧師 

 祝福 馬天佐牧師 

 靜默 / 祈禱                                                                                                                                                                                                                                                                                                                                                                                            

 

司職人員    

讀經/傳譯 王榮耀弟兄 (Cary) 講員 馬天佐牧師  

司事 梁淑怡理事 (Kitty) 領詩 國、粵語讚美小組 

 (組 Group 4)  (MM＆CM Praise Team) 

音響 鍾嘉英弟兄 (Gary) 司琴 讚美小組 (Praise Team) 

 林繼樑弟兄 

(Nathaniel) 

  

    

 

證 道 浸 信 會 ( 美 麗 徑 堂 )  

Logos Baptist Church (Milliken) 

 

午堂 / 英語 / 青少年合堂崇拜 (11:30am) 2019年 5月 5日 

  三十八週年堂慶主日 

預備心靈 宣召 / 靜默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詩篇 69:30) 

讚美禱告 詩歌 

This is Amazing Grace 恩典多麼浩大 

Worthy is the Lamb 主基督配得 

Nothing but the Blood 靠我救主基督寶血 

Oh How Good It Is 是這般的美 

 牧禱 馬天佐牧師 

 獻詩 United in His Love 主愛中合一 

聆聽主道 
讀經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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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ed in Every Way 凡事富足 

回應主恩 回應詩 Christ is Enough 基督已足夠 

 奉獻  

報告祝福 神家消息 吳瓊頌牧師  / 黃千信傳道 

 三一頌  吳瓊頌牧師 

 祝福 馬天佐牧師 

 
司職人員    

讀經/傳譯 熊國偉弟兄 講員 馬天佐牧師 

司事 馮志遠理事 (組 4) 領詩 關美嫻姊妹及讚美小組 

音響 周文傑弟兄 司琴 施穎忻姊妹 

 張玉富弟兄   

停車埸司事 伯大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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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本會三十八週年堂慶主

日，歡迎各位朋友、主內肢體前來參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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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18-25 
 

 

週三祈禱會  逢星期三晚上7:30-9:00在教

會B12室舉行，為肢體及教會事工禱告。 

五月份由鍾伯文牧師負責。 
 

 

行政會務 

1.《共同事工委員會》今天下午1:00在副堂

(Gym) 舉行燒烤午餐分享會。歡迎各教牧、

執事及各堂的國、粵、英共同事工理事與家

人一起參加。 

2.《執事會》今天下午3:00在A08室舉行。 
 

 

宣教佈道   

《第133童軍旅團》由於童軍事工發展迅

速，現殷切需求童軍領袖。無需經驗，並提

供制服及培訓課程，請與馮耀宗傳道聯絡。 
 

 

證道暑期活動 Koinonia Camp 2019 

1. 於7月8日至8月16日舉行，共六個星期。

Children Track (JK至Gr.4)，及Leadership 

Track (Gr.5至Gr.8)。報名表可於網上下載，

請到兒童中心報名。 

2.《招募義工》Koinonia Camp Children 

Track 現招募義工，日期由7月8日至8月16

日，Gr. 9 或以上人士均可申請，請聯絡吳

麗蘭傳道。 

3.《Koinonia Camp 2019招聘》現正招聘暑

期活動工作人員。請瀏覽教會網頁或到交誼

廳查看招聘告示，或與黃千信傳道及馬天佐

牧師聯絡。 
 

 

兒童部   
《5月26日家長主日》誠意邀請Gr. 3 – Gr.6

的家長出席聚會，讓父母及子女可以一同享

受敬拜及主日學。時間: 早上9:30崇拜及

11:15主日學，請與吳麗蘭傳道 (Pastor 

Angelina) 聯絡。  

其他 

1.《崇拜聖餐安排》5月份聖餐將於5月12日 

(下主日) 舉行。 

2.《I Can Only Imagine》電影欣賞 

目的：靠主能力克服內心障礙，身心靈釋放

更新，與別人同心同行。 

全教會公演日期: 6月7、8、9日(週五至主日)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   

3.《崇拜程序表》教會為了節省紙張及印刷

的耗費，鼓勵弟兄姊妹於網上下載崇拜程序

表，並於5月12日起遞減印程序表數量。 

弟兄姊妹可以從以下途徑下載崇拜程序表： 

a. 逢星期五經由粵語團契領袖 Whatsapp 群

組發放至各團契 

b. 教會網站下載 

c. 從張貼於禮堂外的QR Code二維碼下載。 

4.《好書推介》圖書文字部每逢單月的第一

及第二主日，在交誼廳推介不同課題的屬靈

書藉，讓弟兄姊妹借閱。 

5.《講道札記》5月至8月的講道札記將於5月

12日(下主日) 派發，鼓勵弟兄姊妹使用此扎

記，把講道時的領受及重點記錄下來，並且

應用在生活當中。 

6.《讀經計劃》五月份的「爾道自建」靈修

資料經已備妥。鼓勵弟兄姊妹使用流動應用

程式或到教會網站下載。 

7.《迦南團契退修會》歡迎所有人參加。 

將於5月18日(週六) 早上10:00至下午4:00，

在B12室舉行。主題:「萬物的結局近了」，

講員: 葉玉蓮博士，費用連午餐每位$10，交

誼廳報名。 

8.《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今年5月6日至6

月4日為「伊斯蘭齋戒月」，教會購入了小

量「為穆斯林世界禱告30天」書刊，鼓勵會

眾對身旁的穆斯林多一點關心及為他們禱告

。請到大堂接待處領取。 

9.《哥林多前書研讀進深講座》將於5月18日

(週六)早上9:30 – 下午3:00在天道神學院舉行

，題目: 「與眾不同的群體 – 再思基督徒身

份的標記」，講員: 彭家鏗博士，費用每位

$25，請以電郵方式向吳瓊頌牧師報名。

kc.ng@logosbaptist.org 

10.《財政報告》2019年4月份及2019年1至4

月份之奉獻報告已張貼在辦公室外的佈告板

上，請肢體核對自己的奉獻資料。 

國語堂事工 

1.《國語理事同工會》今天下午1:30在B05室舉行，請各教牧、執事、國語理事及部門

同工準事出席。 

2. 《長青小組》將於5月10日(星期五)早上10:30在B05室聚会，由杜陳碧麗師母帶領 

『慶祝母親節』。 

會外消息 
《哥林多前書研讀公開講座》由天道神學院主辦，將於5月17日(週五) 晚上7:30-9:30在天

道神學院舉行「公開講座」，免費入座，自由奉獻。題目: 「與眾不同的群體」， 

講員: 彭家鏗博士，詳情: thtc@tyndale.ca 或 416-226-6620 內線 2223， 

www.tyndale.ca/events/study-1-corinthians。 

 

下週司職人員  上週統計 

 早堂 午堂 國語 出席人數 崇拜 主日學 

講員 李惠容傳道 李偉光牧師 王榮耀弟兄 粵(早堂) 244 102 

讀經 / 

主席 
方國維弟兄 (Felix) 陳君忠弟兄 盧光一弟兄 

粵(午堂) 236 92 

國語 (主日) 126 51 

領詩 
伍偉業弟兄(Frankie) 

彭席培弟兄 ------------ 
國語 (週二) 41 ---- 

鄧芷茵姊妹(June) 英語 
170 

42 

司琴 梁閃華姊妹 (Astor) 吳鶴年弟兄 林郭美玲姊妹 
青少年 26 

兒童 73 58 

司事 
梁淑怡理事 (Kitty)  馮志遠理事 司事組 (組 1) 總人數: 890 371 

(組 Group 4) (組4)   上週奉獻 

音響 

詹舜昕弟兄 周文傑弟兄 林銀基弟兄 常費奉獻 $17,599.35 

林立言弟兄 張玉富弟兄 金晰偉弟兄 差傳奉獻 $4,398.00 

(Gary & Kenneth)   建堂奉獻 $678.00 

停車埸司事 迦密團  其他奉獻 $22,137.15 

   總數: $44,8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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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漁夫 
 

 

 

署理主任牧師：馬天佐牧師     

粵語：吳瓊頌牧師、鍾伯文牧師、李偉光牧師、馮耀宗傳道、李惠容傳道 

國語：呂偉青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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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    @LBCMilliken 

mailto:thtc@tyndale.ca
https://www.facebook.com/lbcmilli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