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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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五主日 THE 15TH SUNDAY AFTER PENTECOST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   SEPTEMB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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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約翰 Reader: Joh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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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靜默 PREPARE YOUR HEART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唱詩第218首 OPENING HYMN #218 

「齊來聚集歌」(歌詞見第2頁) "We Gath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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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拉鐵非”弟兄相愛 」              

(詞：倪柝聲) 

"Brotherly Love – Now in All Churches Flowing" 

(Welsh Air) 

啟應文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103: 8-13  (內容見第2頁) Psalm 103: 8-13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創世記50: 15-21 (內容見第3頁) Genesis 50: 15-21 

唱詩第357首 HYMN #357 

「靈友歌」(歌詞見第3頁) "Jesus, Lover of My Soul" 

宣道 SERMON 

「手足情深」 "Brotherl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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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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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第396首 CLOSING HYMN #396 

「慈愛全能上帝歌」(歌詞見第4頁) "God of Love and God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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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聚集歌」 (普天頌讚第218首) 

1. 我眾齊來聚集，祈求上主福祉， 

 祂管教並督促，顯明祂旨意； 

 邪惡者的逼害，如今已告終止， 

 讚揚上主聖名，因祂垂念不棄。 

2. 上主在旁指引，與我們在一起， 

 建立神聖國度，保守永鞏固； 

 從戰爭一開始，我們節節勝利， 

 因主在我一邊，榮耀全歸上主。 

3. 我眾異口同聲，讚揚得勝領袖， 

 同心懇切禱告，求主常保佑； 

 讓主的眾信徒，免受痛苦憂愁， 

 主名永受讚揚，使眾得享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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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拉鐵非”弟兄相愛 」 
1. 在眾召會湧流不息―弟兄相愛； 

 生命、光、愛，流通、洋溢―弟兄相愛。 

 聯結為一，毫無猜忌；照神接納，不憑人意； 

 不再讓神聖靈憂戚―弟兄相愛。 

2. 愛中洗滌，交通無礙―姊妹相愛； 

 以愛裹傷，彼此懷搋―姊妹相愛。 

 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遮蓋； 

 彼此擔就，恩慈相待―姊妹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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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猶如枝子結果豐盈―手足相愛； 

 又是肢體同命同榮―手足相愛。棄絕天然，己命不從， 

 只隨那靈，狹路前行；出死入生在此證明―手足相愛。 

4. 歡然上行，樂歌四起―同道相愛！ 

 懼怕、憂疑盡都絕迹―同道相愛！和睦同居，美善無比， 

 靈與生命―堅固根基；建造錫安，達到終極―同道相愛。 

5. 生命種子生長不已―弟兄相愛； 

 “非拉鐵非”湧流、普及―弟兄相愛。 

 主名、主話，持守不離，神聖之愛澆灌、充溢； 

 得勝有餘，無何能敵―弟兄相愛！ 

 
啟應文：詩篇103: 8-13 

啟：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應：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啟：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應：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啟：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應：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讀經：創世記50: 15-21 
15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死了，就說：「或者約瑟懷恨我們，照著

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足足地報復我們。」16 他們就打發人去見

約瑟，說：「你父親未死以先吩咐說：17 『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

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

饒恕你父親上帝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話，約瑟就哭

了。18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
19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上帝呢？20 從前你們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21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

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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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友歌」(普天頌讚第357首)  

1. 耶穌我靈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懷中； 

洪濤暴雨衝我身，狂風激浪高千尋； 

 當此大難臨頭時，懇求拯救勿延遲； 

直到風靜浪亦平，助我依舊向前行。 

2. 疲乏靈魂來就主，主外別無避難所； 

求賜矜憐賜保全，千萬千萬莫離我； 

 因我專心仰望主，專心向主求援助； 

身世孤單多愁苦，救主慈蔭容我躲。 

3. 主啊，我祇需要主，世界尊榮皆看破； 

醫病明瞽肉白骨，起衰興弱扶失足； 

 我心污穢多罪惡，私欲蔽心難解脫； 

主是公義至聖潔，惟主施恩能就渡。 

4. 救主恩惠最浩瀚，能赦萬罪救眾難； 

但願恩如大江流，淨洗私慾滌憂愁； 

 更望永遠生命源，在我心中成活泉； 

灌溉我靈消痛苦，萬古千秋永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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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愛全能上帝歌」 (普天頌讚第396首) 

1. 愛之神全能上帝，使我在危迫之際， 

不忘求主施恩賜，勇敢釋然心與志。 

 全能上帝，愛之神，呼召我為這時辰。 

2. 我們坦然無懼怕，不必擔憂被撇下， 

求主使我勇氣升，聆聽天堂號筒聲。 

 全能上帝，愛之神，呼召我為這時辰。 

3. 我們身心全屬你，耿耿忠心誠且摯； 

隨時隨地聆主旨，樂意聽我主指示。 

 全能上帝，愛之神，呼召我為這時辰。 

4. 愛之神全能上帝，使我配受主所期； 

尊主旨意獻我身，心志釋然盡本份。 

 全能上帝，愛之神，呼召我為這時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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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獻花： 

陳曾月萍 

區梁佩賢感恩 

 

本主日獻刊： 

陳曾月萍 

區梁佩賢感恩 

 

本主日特別捐： 

陳偉恩記念母親崔瑤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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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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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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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你需要布口罩，請聯絡黃布愛玲行政幹事(416-754-7147)

以便安排領取或送到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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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網上平台的聚會： 

 兒童主日學 

日期：9月13、27日(禮拜日)上午11:30 

會議ID編號: 432 662 6392，密碼：33003300，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4326626392 

 CG3細胞小組 

日期：9月13日(今日)下午2:30 - 4:00 

研經：士師記 (第20-21章)由張展雄牧師主講 

會議ID編號：896 876 10491，密碼：33003300，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89687610491?pwd=UUlRWllsK3VE

WDJQTGwvMEo0dmIzZz09 

 腦保健舞班 

日期：9月17，24日(禮拜四)晚上8:00–8:30 

主持：加拿大腦保健舞蹈學會May Wong導師 

會議連線每次不同，請向黃布愛玲報名 

 迦南研經班 

日期：9月21日(禮拜一)下午2:00 - 3:30 

舊約簡介：約書亞、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 

 由張展雄牧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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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sQ0lmb0pzV

U1vSzNDbHRTcDlTQT09 

 

3. 外展事工   

 雖然有社交令，本堂外展事工組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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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有意於9月

26日和10月24日(禮拜六)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在教會預備

愛心包的兄姊，或可以為這些有需要人士縫製布口罩者，請

聯絡雷李樹鈴姊妹416-298-1698。 

 疫情爆發期間，使得需要大量物質的食物銀行近月來糧食短

缺。外展事工組鼓勵你捐贈罐頭或不易腐的食品。我們收集

後會送給愛靜閣社區中心的食物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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