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金句：約書亞記 24:15 下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講題：建立基督化家庭 

經文：申命記 6:4-9 

大綱： 

一、夫妻築壇 (申 6:4-6) – 一家敬拜，尊主為大 

二、教導兒女 (申 6:7) – 以身作側，同心用心 

三、敦親睦鄰 (申 6:8-9) – 活出真道，以愛為重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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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語 堂 主 日 崇 拜 
(網絡直播) 
 
 

 
 
 
宣召/頌讚 
牧禱 
讀經 …申命記 6:4-9 
講道…「建立基督化家庭」…鄭愛華牧師 
唱詩 
歡迎/報告 
主禱文/讚美詩 
祝福 
 
 
 
 
 
 
 
 
 
 
 
 
 
 
 
 

上主日崇拜聚會人數 
英語 青少年 國語 粵語(早/午) 兒童 崇拜總人數 
82 13 144 127/201 ** 567 

主日學 成人 青少年 兒童 總數 
上午 9:30 (粵語) 123 - 取消 

215 上午 11:15 (英語) 取消 (10 至 12 班) 18 - 
上午 11:15 (國語) 74 - - 

奉獻 2020 年預算 2020 年累積奉獻 上週奉獻 
常費及其他 $1,763,990 $ 817,054  (46%) $18,058 

差傳 $   309,500 $   100,954  (33%)         $660 
 

** 請參閱兒童部臉書(Facebook)群組 
 
 
 

創會牧師暨榮譽顧問 黃廣頤牧師   內線 
  內線 主任牧師 何俊華牧師 234 

粵語牧者 梁炳剛牧師 248    
 吳緯濤傳道 231 國語牧者 林國輝牧師 245 
 吳兆榮傳道 229  袁俊林傳道 224 
 龍綺齡傳道 226    
   兒童牧者 李樂欣傳道 232 

英語牧者 林耀輝牧師 230 青少年事工主任 Timothy Vang 235 
 

主日崇拜 主日學 
粵語 上午 8:00 / 11:15 粵語 上午 9:30 
國語 上午 9:30 國語 上午 11:15 
英語 上午 9:30 英語 上午 11:15 

青少年-英語 上午 9:30 兒童 上午 9:30 
兒童-英語 上午 11:15 育嬰室 上午 9:30 - 下午 12:30 

小組/團契及其他聚會：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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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事工 

 祈禱會 

📆📆 逢星期三 

🕘🕘 晚上 7:30 

 網絡禱告會 

（Zoom Meeting ID: 647 687 765） 
 

  主日網上崇拜 

邀請弟兄姊妹和朋友們於主日上午 9:30 參與國語堂網上崇拜。網鏈會

於當天崇拜前張貼於教會網站 www.mcbc.com 的主頁。直播不設錄影

播放。在每個主日崇拜前 (上午 8:45–9:15)，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可以

進入 Zoom Meeting 聊天室裡 (ID: 844-0308-1533，無密碼)，彼此問

安、互動，增進彼此的溝通和生命連結。 
 

 主餐崇拜  
📆📆 9 月 6 日(下主日) 

請弟兄姊妹預先自備餅 (麵包/餅乾) 和杯 (葡萄汁) ，於崇拜時由牧師

帶領一同虔守主餐。 
 

 教會奉獻方式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使神的家有糧；弟兄姊妹們可透過以下方式奉獻 : 

1)  於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將奉獻 (支票或現金) 投入

教會奉獻箱內； 

2)  把奉獻支票郵寄到教會 (注意：請勿郵寄現金) ； 

3)  e-Transfer 電子轉賬； 

4)  PayPal 捐贈計劃 (最新奉獻方法)； 

     奉獻網鏈：https://www.paypal.com/ca/fundraiser/charity/3450711 

     注意：使用 PayPal 奉獻的捐款人及教會均無需支付任何服務費用， 

所捐獻之金額將全數存入麥浸帳戶。捐款人可選擇提供個人資料予教

會作為記錄，或選擇匿名捐獻。捐獻完畢，PayPal 將即時透過電子郵

件向捐款人簽發正式捐款收據。 

請從教會網站主頁的網鏈中下載指引參閱。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nquiryoffering@mcbc.com 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教會 905-887-6222。 

 

 

 

 

栽培事工 

 國語聯合成人主日學 

主題：「為何舊約律法認為豬是不潔淨的？」 

主領：何俊華牧師 

📆📆 8月30日 

🕘🕘上午11:00 - 12:30 

 Zoom meeting ID: 996 2230 3246；密碼：100100 
 

 國語讀經分享聚會  

主題：五經—準備入迦南  

📆📆 9月3日(周四)  

🕘🕘 晚上8:00 - 9:30  

為配合每日靈修讀經，栽培事工將舉辦讀經分享聚會，內容包括：問

題解答，專題分享，及靈修分享。(Zoom meeting ID: 835-4308-4560)  

如有任何讀經疑問，請於微信聯絡陳元驥弟兄，或電郵至劉玉茵姊妹 

(yytlau@gmail.com)。 
 

 秋季國語成人主日學  

📆📆 9月至11月  

🕘🕘上午11:00 - 12:15  

請參考各個主日學班的安排  

課程：福音班、初信成長 (生命班)、舊約縱覽班 (律法書)、舊約書卷 

(以賽亞書-五)、新約書卷 (以弗所書)  

趙海峰弟兄(zhaohf@live.ca) 
 

 2020 銳意門徒訓練特會(IDMC)  

主題：「內在生活陶冶」  

📆📆 9月25日至26日 (週五晚至週六下午)  

請於 9月16日前網上報名 (https://cccowe.ca/idmc2020-chinese/)。會議

以網絡方式進行，英文主講，粵語翻譯（沒有安排國語翻譯）。麥浸會

友憑報名收據將獲得50%的資助。  

劉文煒弟兄 (wliu968@yahoo.ca) 
 

 

 

 

 

http://www.mcbc.com%E7%9A%84%E4%B8%BB%E9%A0%81.%E7%9B%B4%E6%92%AD%E4%B8%8D%E8%A8%AD%E9%8C%84%E5%BD%B1%E6%92%AD%E6%94%BE.%E5%9C%A8%E6%AF%8F%E5%80%8B%E4%B8%BB%E6%97%A5%E5%B4%87%E6%8B%9C%E5%89%8D%E7%9A%848:45/
https://www.paypal.com/ca/fundraiser/charity/3450711
mailto:enquiryoffering@mcbc.com
mailto:yytlau@gmail.com
mailto:zhaohf@live.ca
https://cccowe.ca/idmc2020-chinese/)%E3%80%82%E6%9C%83%E8%AD%B0%E4%BB%A5%E7%B6%B2%E7%B5%A1%E6%96%B9%E5%BC%8F%E9%80%B2%E8%A1%8C%EF%BC%8C%E8%8B%B1%E6%96%87%E4%B8%BB%E8%AC%9B%EF%BC%8C%EF%BC%8C%E7%B2%B5%E8%AA%9E%E7%BF%BB%E8%AD%AF%EF%BC%88%E6%B2%92%E6%9C%89%E5%AE%89%E6%8E%92%E5%9C%8B%E8%AA%9E%E7%BF%BB%E8%AD%AF%EF%BC%89%E3%80%82%E9%BA%A5%E6%B5%B8%E6%9C%83%E5%8F%8B%E6%86%91%E5%A0%B1%E5%90%8D%E6%94%B6%E6%93%9A%E5%B0%87%E7%8D%B2%E5%BE%9750%25
https://cccowe.ca/idmc2020-chinese/)%E3%80%82%E6%9C%83%E8%AD%B0%E4%BB%A5%E7%B6%B2%E7%B5%A1%E6%96%B9%E5%BC%8F%E9%80%B2%E8%A1%8C%EF%BC%8C%E8%8B%B1%E6%96%87%E4%B8%BB%E8%AC%9B%EF%BC%8C%EF%BC%8C%E7%B2%B5%E8%AA%9E%E7%BF%BB%E8%AD%AF%EF%BC%88%E6%B2%92%E6%9C%89%E5%AE%89%E6%8E%92%E5%9C%8B%E8%AA%9E%E7%BF%BB%E8%AD%AF%EF%BC%89%E3%80%82%E9%BA%A5%E6%B5%B8%E6%9C%83%E5%8F%8B%E6%86%91%E5%A0%B1%E5%90%8D%E6%94%B6%E6%93%9A%E5%B0%87%E7%8D%B2%E5%BE%9750%25
https://cccowe.ca/idmc2020-chinese/)%E3%80%82%E6%9C%83%E8%AD%B0%E4%BB%A5%E7%B6%B2%E7%B5%A1%E6%96%B9%E5%BC%8F%E9%80%B2%E8%A1%8C%EF%BC%8C%E8%8B%B1%E6%96%87%E4%B8%BB%E8%AC%9B%EF%BC%8C%EF%BC%8C%E7%B2%B5%E8%AA%9E%E7%BF%BB%E8%AD%AF%EF%BC%88%E6%B2%92%E6%9C%89%E5%AE%89%E6%8E%92%E5%9C%8B%E8%AA%9E%E7%BF%BB%E8%AD%AF%EF%BC%89%E3%80%82%E9%BA%A5%E6%B5%B8%E6%9C%83%E5%8F%8B%E6%86%91%E5%A0%B1%E5%90%8D%E6%94%B6%E6%93%9A%E5%B0%87%E7%8D%B2%E5%BE%9750%25
mailto:wliu968@yahoo.ca


 3 

 

外展事工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Zoom 網上平台 

📆📆 9/27 - 11/29 (星期日上課, 10/11 日感恩節除外) 

🕘🕘 晚上 7:00 - 9:30   

《把握時機》是由九個單元組成的基督徒普世宣教生命課程，是針對一

般弟兄姊妹的需要而設計的；學習方式包括聚焦禱告、課文修讀、小

組討論、靈修專題、錄像教學及特別設計的跨文化活動。  

報名：www.kairoscourse.org 

費用：$99 (9 月 13 日截止報名；麥浸會友可獲 50%資助) 

 

麥浸青少年事工 

 兒青部 (7-9 班) 家長資訊會 

對於培育青少年的信仰，家庭與教會是同等重要。讓我們成為合作伙伴，

一起配搭，培育敬虔的一代。 

誠邀 9 月份進入 7-9 年級的青少年父母參加。 

📆📆 9 月 5 日(六) 

🕘🕘下午 2:00 至 3:30 

 網上 “Zoom” 

參加者請預先聯絡青少年事工主任 Tim Vang  

(電郵: timothy.vang@mcbc.com 或 Whatsapp 266-747-6257) 

 

新媒體事工 

 
 全新教會網站 

教會網站 (www.mcbc.com) 將於 9 月 1 日暫停運作，全新面貌的網站於

9 月 2 日登場，歡迎各位弟兄姊妹瀏覽使用！ 

 

 新臉書 (Facebook) 專頁 

教會新的臉書 (facebook) 專頁已經啟動運作！請參閱：

https://www.facebook.com/MCBC.FB/ 

 

 

 

 

 

 招募 

為配合新媒體的發展，麥浸盼望能以最適合的平台與弟兄姊妹、教會門外

者和社區分享和溝通，我們需要您們的幫助來建立一個新媒體事工團隊： 
 媒體寫作 (copy writing) 

 圖像設計 (graphic design) 

 視頻拍攝 (video filming)  

 視頻剪接 (video editing) 

如果您能夠幫助以文字或圖像傳達信息，請電郵 

newmedia@mcbc.com 與龍綺齡傳道(Pastor Catherine)，林耀輝牧師 

(Rev. Freddy) 或李樂欣傳道(Pastor Joanne) 聯絡。 

 

社區關懷 - 心意禮物卡 

由於疫情持續，很多家庭生計受影響，以致不能負擔基本日常食用。教會遵

行基督在加拉太書 6:2「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的教導，與建基於多倫多

的宣教機構 Urban Promise 合作，籌集日常食用品之禮物卡，贈予處於困境

的家庭，盼可舒緩他們的生活壓力。 

教會呼籲大家購買一張 No Frills 的禮物卡 (金額不限)，在教會開放時間(逢

星期四上午 9:30 至下午 4:30) 把禮物卡放進位於大堂諮詢處的「心意禮物

卡」收集箱內。教會將每三星期一次送交 Urban Promise。 

 

教會辦事處局部開放時間 

 📆📆 逢星期四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教會行政辦事處開放辦公，但教會大樓各出入口仍會保持關閉。弟兄姊妹

可從西面入口或北面側門按門鈴進入，將奉獻投入教會奉獻箱內。 

請謹記：進入教會大樓前先戴上口罩 (面罩是額外保護，並不能代替口

罩)。如有其他需要回教會處理，請預先聯絡辦事處安排。 

 

 

 

 

 

 

http://www.mcbc.com/
https://www.facebook.com/MCBC.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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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開教會實體聚會之安排 

感謝主！經過多月全民抗疫，疫情終見緩和。「實體聚會重開委員會」幾經

諮詢討論，決定如下： 

 先重啟粵語堂崇拜：9月12日開始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時開設實體粵語

晚堂崇拜，(不設網上同步直播)，並會於星期日早、午堂時段在網上重

播 (此階段暫未恢復星期日實體崇拜)。 

 英語堂及國語堂崇拜暫時仍會以網上轉播；實體崇拜恢復日期將容後

公佈。 

重啟後之實體崇拜安排將按下列約克區政府的重開指引而有所調整： 

1. 崇拜人數最多為場所最高容納人數之30% 

2. 崇拜者必須保持 2米社交距離 

3. 參與室內聚會者必須配戴口罩 

詳情請參閲登載於教會網頁上的「新冠狀病毒特別安排」。 

 委員會將定時更新重開安排的進展，請留意教會最新消息。如對重開崇

拜聚會有任何建議或問題，歡迎以電郵聯絡委員會：info@mcbc.com。 

請繼續懇切祈禱，求神賜智慧，彼此以合一、忍耐的心，在這重開過程

中，共同克服各種挑戰和困難。 

 

會訊 

 行政助理趙陳惠貞(Tracy)姊妹於 9 月 4 至 9 日休假 

 

教牧關顧與支援 

在這全民防疫期間，雖然教會所有聚會暫停，但牧者的牧養侍奉絕對不會

停。若有弟兄姊妹需要代禱、關顧和支援，可電郵或致電牧者的教會內線

電話給我們，我們會竭盡所能支援大家。 

 

 

 

 

 

 

 

 

 

 

捐助前線醫護 

鑒於各醫院所需捐助的物質不同，並我們需留家防疫，難以進行收集和

發放。因此，教會鼓勵弟兄姊妹按各醫院的需要自行作出捐助。 

弟兄姊妹如欲向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作出捐助，可從以下途徑

參與： 

現金捐助 : 
1.   前往網頁：http://support.mshf.on.ca/site/TR?pg=teamlist&fr_id=1310； 

2.   在“Fundraising Program/Event List”名單中找出“Markham Chinese 

Baptist Church beat Covid19” (team captain Dr. Richard Wong) ，按

其右面之“Donate Now”； 

3.   如網站索取密碼 (password)，請輸入：mcbcbc ；否則，可繼續； 

4.   填寫捐助金額、個人資料及信用卡資料；然後按”Process”繼續並完

成捐助。  
注意：醫院將會向捐助者發出收據，教會亦可查閱捐助的總額。請放

心，教會和捐助者之間彼此是不會知悉捐助金額的。 

物資捐助 :  
-  將醫療物資如醫療口罩、手套、消毒手液，放置在醫院設於卸貨區之收

集箱內；醫院地址為 379 Church Street, Suite 303, Markham, ON, L6B 

0T1。 

 

 

 

 

 

 

 

 

 

 

 

 

 

 

 

 

 

誠聘 

本會現有職位空缺如下， 

查詢請參閱教會網站。 

 英語牧者 

下週講道預告 

講題：神作王, 人也作王? 

經文：撒母耳記上 8:4-9 

講員：袁俊林傳道 

 

mailto:%E6%AD%A1%E8%BF%8E%E4%BB%A5%E9%9B%BB%E9%83%B5%E8%81%AF%E7%B5%A1%E5%A7%94%E5%93%A1%E6%9C%83%EF%BC%9Ainfo@mcbc.com
http://support.mshf.on.ca/site/TR?pg=teamlist&fr_id=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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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城华人浸信会国语堂主日学 

二〇二〇年第四学期 (2020 年 09 月至 11月) 

诚意邀请每一位弟兄姊妹及有兴趣认识基督真理的朋友一同参与学习

圣经﹐时间是每主日崇拜后，上午 11 时至中午 12 时 15 分。以 Zoom 
meeting 网络方式上课。请按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学习﹕ 

1）福音班                

教师: 袁俊林传道/陆芸姊妹/陈元骥弟兄 

许许多多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来到教会﹐盼望有人将信耶稣是

怎么一回事告诉他们。福音班就是专门为未信耶稣的朋友们开设的。

通过小组形式﹐彼此讨论来认识耶稣和救恩。 

 

2）初信成长 – 生命                                    

教师：林国辉牧师/张雪霞姊妹/白金林弟兄 

相信耶稣而得到永生的生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可是，信主后你明

白永生的真实意义吗？你了解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素吗？你体会神对你

属灵生命成长的心意吗？你知道什么是分別为圣的基督徒生活吗？你

知道作为基督门徒，许多价值观需要重整吗？请你参加「初信成长」

的主日学系列课程！此课程包括「救恩」、「生命」、「价值观」三

个学期。我们将一起从圣经中发掘基督信仰的真意，明白神的救赎计

划及个人永生的确据，知道神对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期许。我们也会一

起操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渴望灵命的成长，并愿意活出基督的生

命，荣耀神的名。 

 

3) 旧约纵览 – 律法书               

教师：李晓师母/温倩玮姊妹/马牧群弟兄/赵海峰弟兄 

掌握律法书的概要，进一步了解创世到重申律法这段时期神的心意；

培养在各种情景信靠神的习惯；操练自己在生活中平衡恩典和律法。 

 

 

 

 

4) 新约书卷研读 – 以弗所书         

教师：胡晓岚传道/伍朝红姊妹/杨建弟兄 

掌握以弗所书的重点内容，进一步了解圣徒目标；操练随时沉浸于属

灵福分，进一步操练成圣生活；愿意更加亲近神和认识神，进一步愿

意竭力服事。 

 

5) 旧约书卷研读 - 以赛亚书            

教师：杨牧师/陆丹弟兄/刘文炜弟兄 

以赛亚之名原有“耶和华的拯救”的意思。是先知书中最长, 被新约

引用关于弥赛亚最多的一卷先知书。是应当努力学习，力求理解的先

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