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堅堂 35 週年國語堂堂慶主日崇拜（2022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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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德傳道、詩班獻詩 

《堅定的相信》曲、詞： Frank C. Huston 中譯：余丹白 

1. 有時黑影湧聚來, 濃霧瀰漫前路. 

   有時黑雲一重重, 白晝幽暗朦朧. 

   當記得我們天父, 何等眷愛庇護. 

   祂仍愛祂的兒女, 祂垂聽禱告. 

 

2. 有時孤單路上走, 荒涼迷惘淒苦. 

   忘記了至高天父, 祂保守與看顧. 

   多少憂傷與煩愁, 來自信心缺少. 

   神仍愛祂的兒女, 祂垂聽禱告. 

 



3. 痛苦重擔壓心頭, 我靈疲乏不休. 

   記住天父必護佑, 不管前路坎坷. 

   祂恩典必夠你用, 充足滿載愛寵. 

   神永愛祂的兒女, 祂垂聽禱告. 

 

副歌: 

堅定的相信, 神垂聽禱告. 

堅定的相信, 不要失望. 

你背負雖然沉重, 肩頭重壓心中. 

當記得神仍愛你, 祂垂聽禱告. 
    

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UPAxLn4vk  

 

《主，助我做祢僕人》世紀禮讚(十七)P.50 

詞:Don Besig & Nancy Price 曲:Don Besig 翻譯:周浩輝 

 

1. 主，助我作祢僕人，加力量，助我尋見真理。 

   當我迷惘，摸索答案苦思量，求主引領方向。 

   主，助我作祢僕人，保守我，平安引領往前。 

   軟弱疲乏阻不住忠心赤誠，主領我度每天。 

 

副歌 1: 

祢是磐石，是我的救恩，唯有靠祢，信念必然堅穩， 

面對每天充滿喜樂的期待，因我生命，在祢手中。 

 

2. 主，助我作祢僕人，賜盼望，又幫助我相信。 

   跨步前往，分享主愛與恩慈，藉我成就主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UPAxLn4vk


副歌 2:  

祢是磐石，靠祢信念堅穩。面對每天，充滿喜樂的期待， 

因我生命在祢手中。 

 

主，助我作祢僕人，更新我觸動我的生命。 

高唱心曲，流露感謝與歡欣，來稱謝頌讚祢。 
  

     

 

讀經：陳佳德 傳道   

經文: 雅各書 4:6-10; 4:13-17; 5:7-11; 5:13-20 

雅各書 4 :6-10 

6   但祂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7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 

    逃跑了。 

8  你們要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    

    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9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為作悲哀，歡樂變作 

    愁悶。  

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雅各書 4:13-17 

13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   

      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15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     



     這事，或做那事。」  

16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書 5:7-11 

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 

    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8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 

    主站在門前了!  

10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   

     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 

     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 

     大有慈悲。 

 

雅各書 5:13-20 

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 

      就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 

      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 

      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不要下 

      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18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  

20  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 

      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本週金句: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 

    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雅各書 5 章 10 節) 

 

                                        

                      

        



 

講員︰吳克定 牧師 

題目︰「主裡更新、承擔使命(二)抗疫力的成長」 

經文  : 雅各書 4:6-10; 4:13-17; 5:7-11; 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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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後經文思考及問題探討： 
 

你在經文和信息中得到什麼有關事奉的教導?  

如何應用這些真理在你的事奉裏? 

 



回應詩歌：《信靠順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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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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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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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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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謝飛鵬 牧師 

 

阿們頌 

 

 

 

 

 

 

 

 

 

 

 

 

 

 

 

國語堂下主日崇拜(2022 年 1 月 16 日)︰ 

講員  : 印度短宣隊 

題目︰「印度短宣隊: 莊稼熟了」 

經文：馬太福音 9：35-38 

 



1) 現因疫情嚴峻，由本主日 (1 月 9 日) 開始，    

     三堂主日崇拜及兒童主日學改為網上聚會，不設實體聚

會，直至另行通知。請弟兄姊妹禱告，求上帝使疫情早

日受控，讓教會能早日重回實體崇拜。。 

 

2) 今主日承蒙吳克定牧師蒞臨國語堂證道，謹此致謝。 

 

3)  今天我們慶祝華基美堅堂三十五週年紀念，感謝天父的帶  

     領，讓教會為主作鹽作光。於三十五年前，高雲漢牧師帶   

     領美堅開始植堂，其後由姚靖海牧師繼續發展，建堂及擴 

     堂，上帝亦不斷地使用教會的眾教牧同工、長執與弟兄姊 

     妹，陶造引導我們，讓眾人在主裏面，同心合意，一起攜 

     手合作，建立神的國度。感謝天父，這些年日，美堅由七 

     個家庭開始，增長至現在超過五百入聚會的兩文三語教會。 

     但願上帝不斷地引導、賜恩、加力，使教會在未來的日子， 

     不斷地傳掦福音、建立門徒、榮耀主名、祝福他人。讓我 

     們在社區中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4)  執事會於 1 月 11 日(週二)晚上 7 時在 Zoom 舉行，請 

          各同工及執事準時出席。 
 

 5) 肢體消息: 鄭鄺麗蘭姊妹及李鄺麗薇師母的母親鄺陳瑞  

     珍女士，於 2021 年 12 月 21 日早上在睡夢中被主接去， 

     返回 天家。 安息禮拜將於 1 月 15 日 (下週六) 上午十時 

     半舉行，  慰問時間 於同日上午九時半。 

       安息禮地點︰Scarborough Highland Funeral Home (高 

       山殯儀館)， 地址︰ 3280 Sheppard Ave. East,    

       Scarborough。 

         **因疫情人數限制，如欲參與安息禮拜，請預早通知李 

             師母 416-358-1725，以便安排。願主安慰家人。 

        

 

 

 

美堅堂家事報告                                                                      2022.1.9 



    6) 《社區消息》 

          a. 中西式糕點網上製作班 
              

             第二期將於 2022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現已開課。 

        *已報名參加了第一期的人士，請用同一個 Zoom link 上     

             網。新加入的人士請聯絡︰ 

             (粵/英) Rossana Wong 黃執事電話 ：416 451 9992 

             (國語)  Sheila Xu 胥女士電話 ：416 558 8538 

             

            b. 因近日新冠病毒感染的確診個案迅速上升，乒乓球活 

           動將會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7)《兒童事工》: 由於近日疫情嚴竣，主日學改為 Zoom    

       網上進行。兒童主日學時間︰早上 11 時 15 分 

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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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Meeting ID: 880 2199 6139   Passcode: 111222 
 

 8)  國語堂消息︰  

a. 祈禱會: (每週四)晚上7:30開始，9時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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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鏈結︰  

 

https://us02web.zoom.us/j/88953303723?pwd=QlRiUjFo

eEt0bmlHN29yZXF2aXRYUT09 

    會議ID: 889 5330 3723        密碼: 78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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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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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20%20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8021996139?pwd=OEVnbVdV%20%20SVRsay9TcGV3WEtIM1Q4dz09
https://us02web.zoom.us/j/88953303723?pwd=QlRiUjFoeEt0bmlHN29yZXF2aXRYUT09
https://us02web.zoom.us/j/88953303723?pwd=QlRiUjFoeEt0bmlHN29yZXF2aXRYUT09
https://www.youtube.com/c/videostreammccc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2021 年奉獻收入 

奉獻  
本年實際收入 

(至 12月 31日止) 

本年預算收入 

(至 12月 31日止) 

實際/預算 

百分比 
全年預算 

經常收入 744,483.95 798,470.20 93% 798,470.20 

建堂收入 34,928.00 50,000.00 70% 50,000.00 

差傳收入 102,212.98    

慈惠收入 1,560.00    

合共  883,184.93 848,470.20  848,470.20 

 

2021 年 12 月 1- 31 日美堅堂奉獻 

堂 會 經 常 建 堂 宣 教 慈 惠 感 恩 

美堅粵 13,835.00 1,860.00 5,820.00 120.00 1,620.00 

美堅國 20,193.60 5,790.00 4,000.00 100.00 4,100.00 

CanadaHelps 96.00     

網上銀行奉獻 75,206.40 1,805.00 6,856.00 - 2,458.00 

 

9)  聯會消息 : (2022 年 1 月 9 日) 

黃海波, 劉平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感謝神，黃海波宣教士已於去年十月返回柬埔寨，而太

太劉平亦於本月初回到柬埔寨與他團聚。他們將會在當

地建立教會、  開辦語言學習班 、  開設診所來接觸當地

未得之民， 他們也計劃舉辦門徒培訓及家庭團契。  

請為他們學習柬語，生活適應和事工開展代禱。求主保

守看顧他們。 

 

 

 

 

 

 

 

 



 

國語堂 2022年第一季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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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至 3月 27 日  

上課時間︰晚上 7:00至 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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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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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初信造就班  新生命成長-1          教師: 程粟一姊妹 

上課日期︰2022年 1月 9日至 3月 27日 

上課時間︰每週日晚上 7:00至 8:30在 Zoom 舉行 

本課程學習的一些重點: 

從聖靈重生的全新生命，如何每日依靠神的話語健康成長；

如何建立與主親密禱告關係；如何憑信心靠主勝過罪和撒

旦的權勢，建立順服神的聖潔生活等。 

歡迎渴慕在主裡健康成長的弟兄姊妹，特別是近年剛受過

洗的初信者，希望養成好的屬靈生活習慣的弟兄姊妹參加！ 

 

 

 

 

 



3. 研讀但以理書                教師: 許卓憑牧師    

 上課日期︰1月 9日至 3月 27日                  

 (適合已信及初信的弟兄姊妹參加) 

上課時間︰晚上 7:00至 8:00在 Zoom 舉行 

但以理書是四本大先知書篇幅最短的一本。全書可分作兩

大部份共 12章，前六章記敘歷史，後六章啟示未來。眀

瞭但以理書的信息，能使我們瞭解世局的趨勢，在這詭譎

的世代中靠神屹立不動搖，也能使我們更清楚尋求神，作

“大蒙眷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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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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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j-d-chen@hotmail.com
mailto:josephinehsu9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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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ccc.edmondc@gmail.com
mailto:mccc.jchen@gmail.com
mailto:Millikenchristianchurc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