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國語堂主日崇拜（2021 年 9 月 19 日）

宣召 – 詩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當肅靜， 在主前當肅靜，阿們。 

(摘自 哈巴谷書 2 章 20 節)

禱告︰陳佳德 傳道 

敬拜詩歌︰詩歌 : 《信靠順服》詩集：頌主新歌#436

詞：John H. Sammis / 曲：Daniel B. Towner

1. 我與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

只要聽主命令，主必與我同行，信靠順服者主必同行。

2. 沒有陰影黑暗，沒有迷霧瀰漫，我主笑容使濃霧消散；

沒有疑惑畏懼，沒有嘆息憂慮，信靠順服者主必憐恤。

3. 為主背負重擔，為主遭受患難，一切辛勞主必豐償還；

倘遇損失，悲苦，或經十架痛楚， 信靠順服者主必賜福。

4. 故願在主腳前，享主恩誼甘甜，願行天路跟隨主身邊；

祂吩咐即聽命，祂差遣就遵行，信靠順服者總不憂驚。

(副歌) ︰

信靠順服，此外並無別路， 

若要得主裡喜樂，惟有信靠順服。

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u7um13jAA

讀經：陳佳德 傳道 

經文：雅各書 2章 14-26 節 

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

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  

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16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

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

益處呢？  

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18  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

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

看。」  

19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  

20  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21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

行為稱義嗎？  

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

成全。  



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他又得稱為 神的朋友。  

24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也是

一樣因行為稱義嗎？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2021 年 9 月 26 日)︰ 

講員︰謝飛鵬牧師 

題目︰總要披戴基督                        

經文︰羅 13：11-14、啟 16：15、啟 22：14-15 

本週金句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

信。」（雅各書 2：24）       

講員︰陳佳德傳道

題目︰「活出基督信仰」

經文︰雅各書 2 章 14-26 節
----------------------------------------------------------------------------

大綱：

1. 信無善行乃是死的 2:14-20

2 . 稱義是因行為不是單因信 2:21-26

講道後經文思考及問題探討： 

    我打算怎樣活出我的信仰？ 



回應詩歌：《主，我願像祢 》詩集：生命聖詩 #391 

1.  榮耀的救主，我深願像祢，這是我禱告，我的盼望； 

    我甘願捨棄世上的財寶，披戴主基督完美形象。 

2.  主，我願像祢，有憐憫心腸，溫柔和寬恕，慈愛善良； 

    幫助孤苦者，鼓勵灰心者，領人歸基督，尋找亡羊。 

3.  主，我願像祢，謙遜俯就人，忍耐且勇敢，聖潔柔順； 

    遇苦待辱罵，能逆來順受，寧自受痛苦，使人得救。 

4.  主，我願像祢，聽我懇求聲，以愛與聖靈充滿我心； 

    使我作聖殿，合乎祢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府。 

(副歌)： 

主，我願像祢，主，我願像祢，榮耀的救主，像祢純潔；     

願祢的甘甜，願祢的豐盛，願祢的聖形深印我靈。 

鏈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Dvfhu_-kY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主禱文— 陳佳德傳道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 祢 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

是 祢 的，直到永遠。阿們！（太 6 : 9-13） 

阿們頌 

1) 感謝神，教會現進入第三階段的重啟。現設有實體崇拜及

網上平台敬拜。請兄姊繼續為疫情禱告，彼此支持及代禱。 

2)教會實體主日崇拜︰ 

 粵語堂︰早上 9時 15 分(禮堂) <限聚 59 人>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分(禮堂) <限聚 59 人> 

 英文堂︰早上 11 時 15 分(樓下副堂) <限聚 22 人> 

 參加實體崇拜的兄姊，請於以下網站 Eventbrite 登記及

填寫健康申報。如未能在網上登記的兄姊，請致電辦公

室。  

網上登記逢每週四上午 9:30 至週六中午 12 時  

你可以同一次登記最多 5 名家庭成員。但每位參加者必

須以實名登記。另外，每位家人必須選擇參加成人崇拜或

兒童主日學。 

(若要登記 9 月 26 日(下主日)崇拜，請於 9 月 23 日上

午 9:30 至 9 月 25 日中午 12 時 登記)  

粵語堂: https://cantonese-service-0926.eventbrite.ca

國語堂: https://mandarin-service-0926.eventbrite.ca

英語堂 : https://english-service-0926.eventbrite.ca

如未能上網登記，請在星期四及五的辦公時間內致電辦

公室協助登記（辦公時間為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有關實崇拜的詳情，請參閱「美堅華人基督教會實體崇

拜重啟問題解答」網址︰http://mccc.on.ca/ch/

**  為了能提供安全的面對面服務，同時又能保護其他兄弟

姐妹，教會鄭重建議計劃前來進行面對面參加聚會的人

首先接種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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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兄姊，仍然可以透過網上鏈結或

Zoom，收看或收聽教會崇拜信息。 

3)《兒童事工》: 

a. 新一季兒童主日學已於上主日開課  

   上午9時15分及11時15分於樓下B10室舉行，末能參加 

   實體課堂的兒童，可透過Zoom 鏈結同步上課。 

 早上9時15分 ( 實體兒童主日學)

 早上11時15分 (網上及實體兒童主日學)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
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Meeting ID: 880 2199 6139 Passcode: 111222

b. 週三網上兒童 Zoom 課後活動班  

「相約星期三」Pastor Tim 於逢週三下午 4 時至 4 時

45 分與小朋友網上相聚，對象為 Grade 1–6 學生。內

容包括學習技巧輔導，網上集體遊戲及聖經故事。查

詢及登記請聯絡阮仲謙牧師 416-709-1313 或

mccc.timy@gmail.com
Zoom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3730891901?pwd=V1E1dVN
BYXZ1Z2NuRXdDaTNnY1l6Zz09

Meeting ID: 837 3089 1901 Passcode: 333444

4) 執事會消息(9 月 14)

a. 教會行政秘書尤楊瑞蓮姊妹已宣佈退，執事會感謝她過

去多年的事奉，並祝她退休生活愉快。

b. 教會已完成更換強化木地板及油漆工程， 執事會感謝

所有參與這項工程的弟兄姊妹，感謝他們的出色表現，

及能在教會重啟前完成兩項工程。

c. 美堅堂將在 2022 年慶祝 35 週年堂慶，我們鼓勵所有弟

兄姊妹一同參與慶祝活動及為這次活動作好準備，活動

包括以實體及網上平台舉行，以感謝上帝對教會過去的

祝福。

5) 社區外展︰中西式糕點製作網上課程

由經驗專業糕點製作師教授

內容︰瑞士卷、牛油蛋糕、雞尾飽等…

課程共分為兩段︰

• 第一段日期︰2021 年(共 8 堂)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5 日 逢週四下午 1 時 - 2 時 (共 8 堂)

• 第二段日期︰2022 年 (共 6 堂)

1 月 6 日至 2 月 17 日逢週四下午 1 時 - 2 時

** 2 月 3 日年初三暫停一次

報名︰粵/英︰黃楊惠嬌 416-451-9992

國語︰胥學奇 416-558-8538

此活動由加拿大政府資助及專業導師教授，歡迎弟兄姊妹及

社區人仕參加，費用全免。



6) 美堅堂 ESL 網上英文班接受登記，設有小組及一對一的

個人教授，及新增電話教授課程。適合不同程度及所需的人

仕報名。費用全免。費用全免。詳情請致電 416-498-3399 或

微信 437-988-1886。

上課日期︰9 月 17 日開始至 12 月 5 日

課程編號 日期 時間 每班

人數安排

教學方式 老師

A – ESL 逢週六

9 月 18 日開課

早上 10 時 小組 老師︰Hong Jing

Zoom

880 5624 7783

密碼︰123456

B – ESL 逢週日 

9 月 19 日開課

晚上 8 時 小組 老師︰Angela Ho

Zoom

885 9731 0246

密碼︰123456

C – ESL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1 對 1 電話 Winnie Ho

D – ESL 逢週五

9 月 17 日開課

下午 3 時 小組 老師︰ Stanley Hum

Zoom:

853 4297 5391

密碼︰123456

E – ESL 針對個人

時間安排

彈性安排 1 對 1 電話 Karin Wong

F – ESL 9 月 18 日開課

(逢週六)

早上 10 時 小組 老師︰ Angela Ho

Zoom

899 6512 8341

密碼︰123456

7) 國語堂消息︰  

a.祈禱會︰(每週四)晚上7：30開始，9時结束。深望大家 

都盡量來參加禱告會，來敬拜親近神，也為弟兄姊妹們

的需要代禱，為教會守望。  

  Zoom ID 是：850 8560 2370，密碼是：746338。 

b.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分的主日崇拜 Zoom 平台直播，歡

迎登入以下鏈結参加崇拜及會後分組經文思考及問題探討。

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7570055078?pwd=bi9vbDJxQmZ
xd2dYZ0NXaG13eXp5UT09

會議 ID: 875 7005 5078 密碼: 123123

崇拜後，講道內容會上載到 Youtube 平台，

兄姊可鏈結至以下鏈結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c/videostreammccc

8) 聯會消息 (2021 年 9 月 12 日)

a.《華基家訊》九月號 - “堵住下一代流失的破口”已經出

版。請前往華基各堂免費索取；或瀏覽聯會官網

http://acem.ca/下載。手機在線免下載閱讀網址：

https://issuu.com/acem.monthly/docs/acem_sep_2021_lr?fr=s
MjM0YzQyNDA3NTg

b. 華基聯會回應代表阿富汗信徒的國際福音協傳會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呼籲，將於日內發放緊急救援基金，

爲十個家庭提供爲期三個月的食物、水和其他基本必需品。

願上帝繼續倍增救援金，透過環球群體的工作，供應及保

護祂的兒女。



國語堂 2021 年第三季成人主日學 (主日網上課程 Zoom) 

<課程簡介 > 

----------------------------------------------------------

1. 信仰研討班                教師:王洪姊妹及數位助教 

上課日期︰9月 12 日至 11 月 28 日  

上課時間︰晚上 8:30 至 9:30 在 Zoom 舉行 

我們會有系統地教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以幫助慕道的和

有想要更明白真道的弟兄姐妹們在靈裡的成長，並包括回

答關於真道的疑問。歡迎所有慕道的朋友、想要受洗的信

徒，和願加深對真道的了解的弟兄姐妹們來參加。

-------------------------------------------------------------

研讀路加福音 (下)               教師: 許卓憑牧師    

上課日期︰9月 5日至 11 月 28 日                  

(適合已信及初信的弟兄姊妹參加)

上課時間︰晚上 7時至 8時  在 Zoom 舉行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位外邦人信徒，在芸芸新約的作者中，

就只有他不是猶太人；這是他獨特之處。 

他是個醫生(西 4:14)，可能基於這因素，導致他滿抱悲天

憫人的情懷。有條理地將耶穌基督的一生從出世、死亡到復

活，呈獻於讀者眼前。路加在書中解釋耶穌是誰，祂做了甚

麼，為甚麼來臨，以及祂如何預備門徒。使他們可承擔神所

計劃的使命。查考路加福音可以更深的認識基督。知道我們

所信的是誰，好認定祂，跟從祂和事奉祂。 

----------------------------------------------------------

報名請 電郵 或 微信 陳佳德傳道或許錦如姊妹

陳傳道: j-d-chen@hotmail.com

許姊妹︰josephinehsu90@gmail.com

國語堂教牧同工手機：

謝飛鵬牧師 647-707-7724

許卓憑牧師 647-229-0103

http://mccc.on.ca

粵語堂早上 9 時 15 分

英語堂及兒童信息早上 11 時 15 分

國語堂早上 11 時 15

教牧同工

創會牧師： 高雲漢牧師

粵語事工： 李維信牧師 mccc.vincentl@gmail.com ext. 24

鍾暤軒傳道 mccc.edmondc@gmail.com ext. 29

國語事工： 謝飛鵬牧師 mccc.lukex@gmail.com ext. 25

許卓憑牧師 mccc.jhua@gmail.com ext. 22

陳佳德傳道(義務) mccc.jchen@gmail.com ext. 33

英語事工： 謝禹庭傳道 mccc.josiaht@gmail.com ext. 34

兒童事工： 阮仲謙牧師 mccc.timy@gmail.com ext. 32

教會聯絡：

辦公室電話： (416) 498-3399，電傳：(416) 498-5234

電郵：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教會網址︰mccc.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