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上崇拜請撥電話號碼647-374-4685，接通後請按會議號碼814-540-623#， 

聽指示再按#，然後按入密碼33003300#。崇拜後請按*

**

*6彼此問安。 

或，網上視聽請連接 https://zoom.us/j/814540623，然後按入密碼33003300。 

~~~~~~~~~~~~~~~~~~~~~~~~~~~~~~~~~~~~~~~~~~~~~~~~~~~~~~~~~~~~~~~~~~~~~ 

聖靈降臨節後第六主日 THE 6TH SUNDAY AFTER PENTECOST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   JULY 12, 2020 

多倫多中華聯合教會上午十一時中文崇拜程序   

Toronto Chinese United Church Chinese Worship Service 
───────────────────────────────────────────────────────────────────────────── 

主禮：黃布愛玲 Leader: Regina Wong 

宣道：張展雄牧師 Preacher: Rev. Chris Cheung 

讀經：卓翠屏 Reader: Athena Chuk 

簡報：陳鎮璣 PowerPoint Preparation: Kay Chan 
───────────────────────────────────────────────────────────────────────────── 

序樂靜默 PREPARE YOUR HEART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唱詩第44首 OPENING HYMN #44 

「大哉聖名歌」(歌詞見第2頁)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牧師領禱 PASTORAL PRAYER BY MINISTER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  

同讀 (禮文見第2頁) Let’s read "Our Father ..." 

詩班歌頌 CHOIR ANTHEM 

岑曾月桂獻唱「誰曾應許 」 "Who Has Promised" (by  ) 

啟應文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119: 105-112 (內容見第2頁) Psalm 119: 105-112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創世記 25: 19-34 (內容見第3頁)  Genesis 25: 19-34 

唱詩第388首 HYMN #388 

「天天教導歌」(歌詞見第3頁) "Saviour, Teach Me, Day by Day" 

宣道 SERMON 

「豆湯何價」 "How Much Is the Soup Worth?" 

奉獻及會務報告 OFFERING & PARISH CONCERNS 

祝福 BENEDICTION 

三一頌  DOXOLOGY  

(歌詞見第3頁) Let Sing: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唱詩第307首 CLOSING HYMN #307 

「萬國太平歌」(歌詞見第4頁) "God the Omnipotent! King Who Ordai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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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聖名歌」 (普天頌讚第44首) 

1. 大哉聖哉耶穌之名，天使均當俯伏。 

 奉獻冠冕尊貴光榮，來尊衪萬有主。 

 奉獻冠冕尊貴光榮，來尊衪萬有主。 

2. 殉道聖徒從主壇前，向著萬眾招呼。 

 同來讚美耶西之條，來尊衪萬有主。 

 同來讚美耶西之條，來尊衪萬有主。 

3. 同來尊衪大衛之孫，大衛稱衪為主。 

 上帝化身神性之人，來尊衪萬有主。 

 上帝化身神性之人，來尊衪萬有主。 

4. 普天之下萬族萬民，同來向主拜伏。 

 同來奉獻一切尊榮，來尊衪萬有主。 

 同來奉獻一切尊榮，來尊衪萬有主。阿們。 

 

主禱文 

眾：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

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

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

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旋渦！ 

 因你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你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 

 你永在我心窩！ 

 唯你有永生江河， 

 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x2) 

我究竟算什麼？神你竟這般顧念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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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文：詩篇119: 105-112 

啟：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應： 你公義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 

啟： 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應： 耶和華啊，求你悅納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又將你的典章

教訓我。 

啟：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 

應： 惡人為我設下網羅，我卻沒有偏離你的訓詞。 

啟：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應： 我的心專向你的律例，永遠遵行，一直到底。 

 

讀經：創世記25: 19-34 

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記在下面。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

利百加為妻的時候正四十歲，利百加是巴旦亞蘭地的亞蘭人彼土

利的女兒，是亞蘭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

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

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她就說：「若是這樣，我為什麼活著

呢？」她就去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 

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雙子。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

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

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

時候，以撒年正六十歲。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

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篷裡。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

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湯，以掃從田野回

來累昏了。以掃對雅各說：「我累昏了，求你把這紅湯給我喝。」

因此以掃又叫以東。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

以掃說：「我將要死，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什麼益處呢？」雅各

說：「你今日對我起誓吧。」以掃就對他起了誓，把長子的名分

賣給雅各。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掃吃了喝了，便

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天天教導歌」(普天頌讚第388首)  

1.  救主，天天教導我，專心聽從主訓語；  

 我主聖道世無雙，愛那先愛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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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心喜樂如孩童，謹遵主命行主路；  

 從主事主莫稍遲，愛那先愛我的主。 

3.  教我追隨主行踪，藉主慈恩跟主步；  

 效主表揚純潔愛，愛那先愛我的主。 

 4.  歡欣喜樂揚主恩，主的慈愛難勝數；  

 謳歌待見主慈顏，頌揚先愛我的主。阿們。  

 

三一頌 

同唱：普天之下萬國萬民，齊聲讚美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同榮同尊，萬有之源，萬福之本。阿們。 

 

「萬國太平歌」 (普天頌讚第307首) 

1. 全能全權之神！權力貫乾坤：電作寶刀，發雷霆，傳號令； 

 我眾求主，莊嚴寶座施憐憫，我眾求主，今日賜太平。 

2. 大慈大悲之神！譽世負深恩，背道離經，看不起，主教訓； 

 我眾求主，休教聖怒震塵瀛；我眾求主，今日賜太平。 

3. 至聖至義之神！人類違主訓；惟主聖訓，歷萬世，永昭明， 

 罪惡虛偽，在主治下難圖存；我眾求主，今日賜太平。 

4. 大智大慧之神，世人被訓懲，真理自由，回世界，解放人， 

 衝破黑暗，光明天國在進行；依主所定，到時有太平。 

5. 因此上主子民，滿懷虔敬心，謝主拯救，釋干弋，息戰爭， 

 離危出險，薄海齊揚歌詠聲，榮耀歸神，萬國享太平。 

 阿們。 

~~~~~~~~~~~~~~~ 
 

本主日獻花： 

黃偉雄 

張展雄、黃煥瓊記念父親張善光 
 

本主日獻刊： 

黃偉雄 

何澤芳 

張展雄、黃煥瓊記念父親張善光 

區思穎、賈吟升記念父親賈觀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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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支持： 

1. 在抗疫中如果你有工作、家庭、信仰、心靈上的事情，希望

代禱或輔導，請致電張展雄牧師(416)754-7147。 

2. 如你或你的家人需要自我隔離，但需要購買食物、取藥、外

賣，或處理其他緊急事務，您可以致電 (647) 883-3380 與思

羣服務的陳姑娘聯繫，查詢他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的

免費服務；或者您可以致電留言給關顧事工組梁杜敏儀 

(Loretta)，她可以把您的需求轉給思羣服務。 

3. 在疫情影響下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和主內朋友對教會的支持，

按著能力以金錢回應上帝給予的恩典。請使用適合你的方法

捐獻： (1)若你親自交來教會，請先通知行政幹事黃布愛玲，

以確保你的安全；(2)郵寄支票致本教會；(3)使用網上捐款

https://www.canadahelps.org/en/dn/47894，但捐者要繳付4%手續

費。 

 

會務消息： 
 

1.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網上平台的聚會： 

 CG3細胞小組 

 日期：7月12日(今日) 

 時間：下午2:30 - 4:00 

 研經：士師記 (第16-17篇) 

 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5409002933?pwd=SURsQ0lmb0pzVU1vSz

NDbHRTcDlTQT09，會議密碼不變。 

 迦南研經班 

 日期：7月20日(禮拜一) 

 時間：下午2:00 - 3:30 

 研經：羅馬書 (第16篇) 

 電話鏈線：647-374-4685，會議號碼540-900-2933#，再按#，

最後輸入密碼33003300#。網絡鏈線：

https://us02web.zoom.us/j/5409002933?pwd=SURsQ0lmb0pzVU1vSz

NDbHRTcDlTQT09，會議密碼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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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會重開問卷 TCUC Reopening Survey 

 本堂堂會繼續監察新冠狀病毒肺炎的情況，並準備在適當的時

候重開多倫多中華聯合教會。我們希望徵求各位的意見和觀點，

幫助處理重開的計劃。我們使用谷歌網上表格方式向大家詢問， 

 懇請您們於7月14日前連線到 

 https://forms.gle/W1ZoM12umuFEnNEAA (中文) 或 

 https://forms.gle/Xne3pwf4nVKsNPxS7 (英文) 

 作一個非常簡短不記名的調查。若沒有互聯網的兄姊，我們將

會用電話聯絡您。 

 

3. 夏日燒烤凍肉籌款  

 資源運作組推薦一些烤爐美食：安格斯牛排，韓式牛肋骨和鮭

魚給我們，在今夏既可有另樣的味蕾體驗，又可支持本堂事工。

詳情刊在教會七月份月訊，請於7月15日前網上預訂或向黃布愛

玲訂購及支付費用，你便可於7月25日在教會領取食品，我們安

排有限度送貨服務。 

 

4. COVID-19危機處理系列講座(二) 

 你可以安坐家中觀看或收聽COVID-19危機處理系列講座(二)，
，，

，

我們邀請張盈姊妹在線上講解「終極護理和預置計劃的重要

終極護理和預置計劃的重要終極護理和預置計劃的重要

終極護理和預置計劃的重要」。

粵語講座定於7月16日(禮拜四)報名請在 

 https://register.gotowebinar.com/register/1673928795822914571) ； 

 及英語講座定於7月18日 (禮拜六)，報名請在 

 https://register.gotowebinar.com/register/105351213986262283) 

 時間：8:00-9:00 PM (多倫多時間) 。詳情請參閱本堂七月份電子

月訊。如果報名有技術性問題歡迎與教會聯絡。 

 

5. 三文治愛心午餐盒  

 顧念有需要的人也是奉獻的重要目的。雖然有社交令，本堂外

展事工組支持諾斯聯合教會及愛靜閣社區中心為有需要人士預

備午餐盒的行動。我們將於7月18日(禮拜六)在教會預備65份三

文治及乾糧，然後於下主日7月19日晨早送去社區中心。詳情可

聯絡雷李樹鈴查詢。請支持此事工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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