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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節後第九主日 THE 9 SUNDAY AFTER PENTECOST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 AUGUST 2, 2020

~~~~~~~~~~~~~~~~~~~~~~~~~~~~~~~~~~~~~~~~~~~~~~~~~~~~~~~~~~~~~~~~~~~~~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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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張展雄牧師
讀經：招葉中絢
簡報：陳鎮璣

─────────────────────────────────────────────────────────────────────────────

Leader: Regina Wong
Preacher: Rev. Chris Cheung
Reader: Chung Shun Chiu
PowerPoint Preparation: Kay Chan

─────────────────────────────────────────────────────────────────────────────

序樂靜默

PREPARE YOUR HEART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唱詩第22首

OPENING HYMN #22

「讚美真神歌」(歌詞見第2頁)

"I’ll Praise My Maker While I’ve Breath"

牧師領禱

PASTORAL PRAYER BY MINISTER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

同讀 (禮文見第2頁)

詩班歌頌

「 耶穌奇妙的救恩」
伴奏：陳世豪、陳妍

啟應文

詩篇 17: 1-7, 15 (內容見第3頁)

讀經

馬太福音 14: 13-21 (內容見第3頁)

唱詩第374首

「求作遠象歌」(歌詞見第4頁)

宣道

「豐盛的晚餐」

Let’s read "Our Father ..."

CHOIR ANTHEM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by Haldor Lillenas,
arr by Larry Shackley, SATB with piano 4-hand
accompaniment)

RESPONSIVE READING
Psalm 17: 1-7, 15

SCRIPTURE READING
14: 13-21

HYMN #374
"Be Thou My Vision"

SERMON
"A Bountiful Dinner"

奉獻及會務報告

OFFERING & PARISH CONCERNS

唱詩第251首

HYMN #251

「永生之言歌」(歌詞見第4頁)

"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1

愛筵

同誦使徒聖經及聖餐禮文(內容見第4頁)

LOVE FEAST
Read The Apostles’ Creed & Communion Liturgy

祝福

BENEDICTION

三一頌

DOXOLOGY

歌詞見第6頁)

(

唱詩第283首

「義勇佈道歌」(歌詞見第6頁)

(Hymn book inside back cover)

CLOSING HYMN #283
"O Zion, Haste, Thy Mission High Fulfilling"
~~~~~~~~

「讚美真神歌」 (普天頌讚第22首)
1. 有生之日讚美真神，當我離世喪失聲音，
讚美更成尊貴力量。生命和思想存在時，
讚美歌聲永不休止。頌歌不輟，萬世悠揚。
2. 所有希望信賴真神，便得快樂並蒙大恩，
祂造天、地、海顯奇功。祂信實恆久常堅定，
拯救被逼，餵養困貧。祂應許永不落空。
3. 主使瞎眼重見光明，更扶持眾脆弱心靈，
負疚者平安無悲傷，幫助那憂愁淪落人，
寡婦孤兒得蒙護賑。被囚者都能得釋放。
4. 生存一息仍讚美神，當我離世喪失聲音，
讚美更成尊貴力量。生命和思想存在時，
讚美歌聲永不休止。頌歌不輟，萬事悠揚。阿們。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1.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greater than all my sin;
How shall my tongue describe it, Where shall its praise begin?
Taking away my burden, setting my spirit free;
For the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reaches me!
[Refrain] Wonderful the matchless Grace of Jesus,
(the matchless Grace of Jesus),
Deeper than the mighty rolling sea; (the rolling sea);
(Wonderful Grace, all sufficient for me, for even me)
Higher than the mountain, sparkling like a fountain,
all sufficient grace for even me.
Broader than the scope of my transgressions, (sing it!)
Greater far than all my sin and shame (my sin and shame),
O magnify the precious name of Jesus, Praise His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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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reaching to all the lost;
By it I have been pardoned, saved to the uttermost.
Chains have been torn asunder, giving me liberty;
For the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reaches me!
[Refrain] Wonderful the matchless Grace of Jesus,
(the matchless Grace of Jesus).

說：「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說：「拿過來給
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掰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吃
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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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作遠象歌」(普天頌讚第374首)
1.
求作我遠象，我心中主宰；萬事皆虛空，除我主以外。
主是我晝夜最美思想，清醒或睡眠恩光仍照亮。
2.
求作我智慧，我心中真道；容我常就主，蒙主親引導。
主是我真父偉大慈愛，求住我心中作唯一主宰。
3.
不羨慕財富，和空虛稱讚；主是我現在，和永遠嗣產。
主在我心中永居首位，天上大君王才是最珍貴 。
4.
天上大君王，天上大輝光；得勝的喜樂，是我所渴望。
我心之中心南針是賴，仍作我遠象管理的主宰。 阿們 。

啟應文：詩篇 17: 1-7, 15
啟： 耶和華啊，求你聽聞公義，側耳聽我的呼籲，求你留心聽
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祈禱。
應： 願我的判語從你面前發出，願你的眼睛觀看公正。
啟： 你已經試驗我的心，你在夜間鑒察我，你熬煉我，卻找不
著什麼。我立志叫我口中沒有過失。
應： 論到人的行為，我藉著你嘴唇的言語，自己謹守，不行強
暴人的道路。
啟： 我的腳踏定了你的路徑，我的兩腳未曾滑跌。
應： 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求你向我側耳，
聽我的言語。
啟： 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
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
應：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
象，就心滿意足了。
讀經：馬太福音 14: 13-21
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眾人聽見，就
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治好了他們的病人。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
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裡去自己
買吃的。」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

「永生之言歌」(普天頌讚第251首)
1.
擘開生命之餅，充我靈飢，正如海畔當年，引眾歸依；
我願努力窮經，來見聖顏；寸心迫切思慕，生命之言。
2.
昭示永生真理，使我遵循，正如當年祝餅，加利利濱；
從茲鎖鏈脫身，束縛無存；真理賜我自由，安樂永恆。
阿們。
使徒信經
會眾：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
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
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受死，
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
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
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祝謝文
牧師：你們的心當仰望主！
會眾：我們的心當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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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讓我們感謝上帝。
會眾：主啊，為了你的臨在，為了你所賜的聖靈，我們感謝讚
美你。
牧師：上帝啊，為了你所施的大愛，為了你在現今及將來創造
萬物的能力，我們感謝讚美你。
會眾：上帝啊，你是何等偉大。
牧師：上帝啊，為了你賜下自己，為了你賜下愛子耶穌，叫我
們得見你的形象，我們感謝你。為了耶穌的一生，祂定
意的受死，及祂的復活，我們感謝你。
會眾：上帝啊，你向我們顯出的愛何其深。
認罪文
會眾：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行為上，常常
得罪了你；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
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懇求你
施憐憫，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的已往，改正我
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好叫我們樂意遵行你的旨
意，蒙你悅納，而歸榮耀給你的聖名。阿們。
赦罪文
牧師：全能的上帝施恩給你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饒恕你
們所犯的罪，增加你們行善的力量；用聖靈的大能，保
守你們進入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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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勇佈道歌」 (普天頌讚第283首)
1. 信徒奮興！快將使命去完成，普告天下，惟有上帝是光；
萬族之主，不願世人遇危驚，不願有一人，黑暗裡淪亡。
宣傳好消息，宣傳和平，解放和重生，耶穌救主福音！
2. 多少人民，依舊孽海中浮沉，黑暗重重，不見普渡慈航，
無從知道，救主捨命的救恩；誰向波濤上，擎舉救世光？
宣傳好消息，宣傳和平，解放和重生，耶穌救主福音！
3. 告訴天下，無論海濱與深山，上帝是愛，人在愛中生存；
祂救世人，免他們罪中淪亡，降世釘十架，渡人進天堂。
宣傳好消息，宣傳和平，解放和重生，耶穌救主福音！
4. 誰能獻身，去傳榮耀的福音，誰捐金錢，幫助教會興旺；
誰將心血，化作祈禱的聲音，誰為主犧牲，傳播主奇妙？
宣傳好消息，宣傳和平，解放和重生，耶穌救主福音！
阿們。
~~~~~~~~~
本主日獻花：
陳曾月萍
黃詠園、陳峭虹結婚感恩

祝餅酒成聖

劉治平牧師、劉高妙玲師母紀念

分享餅杯
餐後禱文
會眾：全能的天父，永生的上帝，你已施恩接納我們，
作為聖子耶穌基督活潑的肢體，並在聖餐禮中，
用靈糧餵養了我們。現在求主差遣我們，
平安奔走世程，並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
專心樂意的敬愛主、服事主。藉主耶穌基督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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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獻刊：
Maria Wong & Ricky Chen “Do everything in love”
劉治平牧師、劉高妙玲師母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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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支持：

3.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網上平台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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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818-8011 留言給
關顧事工組的 梁杜敏儀 (Loretta)，她可以把您的需求轉給
思羣服務。

3.



就業團契 Career Fellowship
日期：8月8日(禮拜六)
時間：晚上8:00–9:30
研經：詩篇(第119篇)
會議ID編號: 875 3380 5039，密碼：800395，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87533805039?pwd=RXY5czVwKz
N3VWczZWdFK3Z1ZVc5QT09



CG3細胞小組 CG3 Bible Study Group
日期：8月9日(禮拜日)
時間：下午2:30 - 4:00
研經：士師記 (第17-18篇)
會議ID編號: 854 9686 0789，會議密碼不變，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85496860789?pwd=cElpQnZOZmJ
RSnV5ZkdHdDRxNUhzZz09



迦南研經班 Canaan Bible Study Group
日期：8月17日(禮拜一)
時間：下午2:00 - 3:30
研經：創世記(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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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密碼不變：
https://us02web.zoom.us/j/5409002933?pwd=SURsQ0lmb0pz
VU1vSzNDbHRTcDlTQ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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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作之合 Happily Married

本堂教友黃詠園姊妹與陳峭虹先生於八月一日(禮拜六)在家長見
證下舉行結婚典禮。願主祝福這對新人，共沐主恩，建立基督
化家庭；並祝賀黃德銘、布愛玲夫婦于歸之喜。

Our member Maria Wong and Mr. Ricky Chen were happily married
yesterday August 1, 2020 at Baroness Crescent, North York. May
God bless this new couple as they venture together into the fulfillment
of a new Christian family. Congratulations also go to Anthony &
Regina Wong.

2. 堂會會議 Notice of Meeting
2020-2022年度堂會第四次會議定於8月16日(禮拜日)下午
1:30舉行。各單位如有任何提案或書面報告，請於8月9日
前電郵交書記黃德銘，以便編入議程。若無任何報告事項
亦請各工作組的召集人或主席電郵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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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兒童主日學Children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八月份放假，九月恢復上課。詳情容後公佈。
Sunday School break in August. Classes will resume in September.
Details will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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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杜敏儀
梁祖欽、盧潤儀

5. COVID-19危機處理系列講座(三) Crisis
Management Seminar Series (3)
主題 : 遺產規劃 101 - 何為一份明智可行的遺囑 (粵語講座)
日期：2020年8月20日 (禮拜四)
時間：8:00-9:00 PM (多倫多時間)
沒有遺囑的情况會怎樣？什麽條文應或不應放在遺囑中？
一份不合而、不大可行的遺囑是怎樣的一份文件？帶來有
什麽破壞？
請按https://register.gotowebinar.com/register/7024471235446752779
去登記。又可自由將這個信息轉發給你的朋友及家人， 讓
他們也可以與我們一同學習。註冊後，你將收到一封確認
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有關參加網絡研討會的信息。
Topic : Estate Planning 101 - Smart and Proper Will Writing
Tips (English Webinar)
Date August 22, 2020 (Saturday)
Time 8:00-9:00 PM (EST)
What will happen when a person dies without a Will?
What should and should not put in a Will to make it a smartly and
properly written Will?
What is a bad written Will? And what damage it will bring?
Please click https://register.gotowebinar.com/register/6870516517813699083
to register. We also welcome y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to join in the
webinar. After registration, you will receive a confirmation email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joining the webinar.

：
：

七月份感恩捐、特別捐、獻花捐及獻刊捐芳名

【根據捐者獻金日期列出(而非刊登日期)，如有錯漏，祈為指正。】

[According to the donation made in last month, please inform the church office if there are any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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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獻花捐 SUNDAY FLOWER DONATION
45
Maria Wong
岑曾月桂
30
區梁佩賢
黃德銘、布愛玲
50
Alice Lui
張展雄、黃煥瓊
150
陳曾月萍
獻刊捐 SUNDAY BULLETIN DONATION
20 張展雄、黃煥瓊
何澤芳
25 陳曾月萍
岑曾月桂
Albert & Esther Au
50 黃德銘、布愛玲
20 Maria Wong
區梁佩賢
特別捐 SPECIAL DONATION
梁杜敏儀記念譚天眷老師
捐予建設及維修基金 For Building & Maintenance Fund
40 Alice Lui
何荇芳
Henry Lee

500
200

20
20
60

50
50
20
20

50

500

384

助養世界宣明會兒童捐 For World Vision Sponsor Child
招顯智、葉中絢
張展雄、黃煥瓊
50
Ava & Levi Lam
250
梁杜敏儀
60
Robert & Margaret Tai
張修斌

100
25
40

捐予外展事工 For Outreach program (sandwich run/out-of-the-cold)
Jessica & Douglas Hions
20
譚穎嫺
20

SPECIAL OFFERING IN JULY

感恩捐 THANKSGIVING DONATION
200
何荇芳
陳泳霖
200
何澤芳
陳建江、區麗恩
20
岑曾月桂
陳政瑋
Chris & Joanne Lam
500
陳頌昇
395.5
金崇岳
陳鎮楣、陳鎮璣

黃德銘、布愛玲
劉芷寧

250

100
4000
2000
500
300

Lily Yee

何澤芳
區梁佩賢

40

前瞻基金 VISION FUND
40 梁祖欽、盧潤儀
50

傳道服務基金 MISSION & SERVICE FUND
Alexandra Lum
50 譚穎嫺
Alice Lui

100

40
1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