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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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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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主日 THE 20TH SUNDAY AFTER PENTECOST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   Octo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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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曾月萍 Reader: Christine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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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靜默 PREPARE YOUR HEART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唱詩第33首 OPENING HYMN #33   

「 寰宇群生歌」(歌詞見第2頁) "All Creatures of Our God and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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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領我何往必去」(青年聖詩II,#170)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by B.B. McKinney) 

啟應文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99: 1-9 (內容見第2頁) Psalm 99: 1-9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 

出埃及記33: 12-23 (內容見第3頁) Exodus 33: 12-23  

唱詩第596首 HYMN #596  

「求主引我歌」(歌詞見第3頁) "I Am Thine, O Lord" 

宣道 SERMON 

「看見上帝的背」 "Seeing God’s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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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首 CLOSING HYMN #451 

「 高唱主名歌」(歌詞見第4頁) "Rejoice, Ye Pure in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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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十架來跟從我 我聽見主慈聲 

 我捨生命贖你罪過 當將你所有獻呈 

 

 主牽我緊靠祂身旁 尋求恩主旨意 

 使能行在主旨意中 主領我何往必去 

 

 或要經過幽暗道路 或渡風暴海洋 

 背我十架跟隨恩主 無論主領我何往 

 

 我命我心所有一切 獻與愛我基督 

 無論領我何往必去 因祂是我王我主 

 

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   我必跟從 

主領我何往必去 

 

 



 

「寰宇群生歌」 (普天頌讚第33首) 

1. 上主所造寰宇群生，高聲讚美同心同聲；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金光燦爛旭日當空，銀蟾輝映夜色朦朧。 
[副歌] 同頌上主，同頌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2. 陣陣強風原野呼嘯，朵朵白雲碧空輕飄；同頌上主！ 

 哈利路亞！朝暉愉快引吭高歌，夕照怡然隨聲應和。[副歌]  

3. 清流潺潺甘泉淙淙，交響抑揚向主呈奉；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烈火熊熊閃爍通明，點燃之處光熱並生。[副歌]  

4. 一切心中謙柔的人，待人接物以恕以恩；都當同唱， 

 哈利路亞！一切背負痛苦的人，藉著祈禱得蒙主恩。[副歌]  

5. 普世稱頌造化神明，以靈以誠以口以行；同頌上主； 

 哈利路亞！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齊聲讚美三一同榮。 

 同頌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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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1. Take up thy cross and follow me, I heard my Master say; 

 “I gave my life to ransom thee, Surrender your all today.” 

[Chorus]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I’ll follow my Christ who loves me so,  

  Wherever He leads I’ll go. 

2. It may be through the shadows dim, Or oer the stormy sea, 

 I take my cross and follow Him, Wherever He leadeth me. 

3. My heart, my life, my all I bring, To Christ who loves me so; 

 He is my Master, Lord, and King, Whever He leads I’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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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文：詩篇99: 1-9 

啟： 耶和華做王，萬民當戰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當動搖！ 

應： 耶和華在錫安為大，他超乎萬民之上。 

啟： 他們當稱讚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為聖。 

應： 王有能力，喜愛公平，堅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

義。 

啟： 你們當尊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他腳凳前下拜，他本為

聖。 

應：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亞倫，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他們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他們。 

啟： 他在雲柱中對他們說話，他們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賜給他

們的律例。 

應： 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啊，你應允他們。你是赦免他們的上帝，

卻按他們所行的報應他們。 

眾： 你們要尊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他的聖山下拜，因為耶

和華我們的上帝本為聖。 

 
讀經：出埃及記33: 12-23 

摩西對耶和華說：「你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

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

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道指

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

民。」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說：

「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人在何事

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

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

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

我看。」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

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又說：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華說：

「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榮耀經過的時

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

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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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引我歌」(普天頌讚第596首)  

1. 主啊我屬你，我聽你慈聲，說明你愛我厚恩； 

但我更切望，信心培加增，更能緊隨主腳跟。 

 [副歌] 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近你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近你流血肋旁下。 

2. 分別我為聖，專供你驅馳，靠你恩惠大權能；  

使盼望堅定，心靈仰望你，使我向主盡忠誠。[副歌] 

3. 我心何渴慕，靈交好時辰，施恩座前見我神 ； 

俯伏主腳前，與主面對面，像密友暢敘歡欣。[副歌]  

4. 我仍在今世，未走完全程，難知主愛何其深； 

直到在主懷，享平安福份，更有喜樂溢我魂。[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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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唱主名歌」 (普天頌讚第451首) 

1. 內心坦白的人！應當感奮前行！高揚寶架，高擎聖旗， 

高唱，感謝，歡欣！ 

 [副歌] 高唱，高唱，高唱，感謝，歡欣！ 

2. 精神活潑少年，鬚眉斑白老人，精壯男兒，溫柔少女： 

皆當頌讚神恩！  [副歌]  

3. 聖眾歡聲洶湧，如風疾捲雲濤！頌神奇妙！奇妙恩惠， 

神名尊大崇高。 [副歌]  

4. 惟願終身讚揚！ 終身為主服勞！自少至壯，自壯至老， 

悲歡不改清操。 [副歌]  

5. 我眾齊來崇敬，天上統治之君，父子聖靈，三位一體； 

萬世永無窮盡。 [副歌] 阿們。 

 

本主日獻花： 

陳曾月萍 

 

本主日獻刊： 

陳曾月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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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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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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

堂者要繳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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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英文崇拜每主日上午10時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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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 使 用 網 上 視 聽 連 接

https://us02web.zoom.us/j/4326626392，按入密碼33003300。 

 

 

主懷安息 REST IN PEACE 
本堂教友余譚美麗姊妹於十月十一日(禮拜日)安息主懷，享年

90歲。私人安息禮拜定於十月二十一日(禮拜三)在積寶山殯儀

館舉行。願主安慰她的女兒余妙霞、女婿張健忠及其家人。 

Our member, Mrs. Mei Lai Yu passed away with our Lord on 

Sunday October 11, 2020.  Private funeral service will be held at 

Chapel Ridge Funeral Home & Cremation Centre on Wednesday October 

21, 2020.  May God comfort her daughter Sharon, son-in-law Jones 

Cheung and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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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消息： 
 

1. 請遵守安省指引   

由於新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本堂繼續關閉，維持舉行虛擬崇

拜和活動。安大略省政府於2020年9月26日要求人們進入每

個工作場之前都必須接受篩查和強制配戴口罩。若閣下必須

進入或逗留在教會，請您遵守此指引，這是確保每一個人的

安全和健康。若您有出現以下的癥狀：發燒、喉嚨痛、吞咽

困難、咳嗽、流鼻涕、呼吸困難、結膜炎(紅眼病)、無法解

釋的疲倦、肌肉疼痛、喪失味覺或嗅覺、嘔吐、腹瀉，請不

要進入教會，並及早諮詢家庭醫生。 

 

2.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網上平台的聚會： 

 堂會會議  

 2020-2022年度堂會第五次會議定於10月18日(今日)下午1:30

舉行。請各堂委依時出席。 

 迦南研經班 

 日期：10月19日(禮拜一) 

 時間：下午2:00 - 3:30 

 舊約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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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保健舞 

 日期：10月22，29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8:00–8:30 

 主持：加拿大腦保健舞蹈學會導師 

 會議ID編號: 850 8907 9449 

 密碼：brainbeated，網絡連線： 

 https://us02web.zoom.us/j/85089079449?pwd=Zm0vUEJJTCs3

QUhoVVF1M1lQNTIrZz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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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需求增加，我們要預備80份愛心包，

歡迎兄姊捐款，或捐贈潤唇膏、潤水夜、牙膏、牙刷，來支

持此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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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是必不可少的社區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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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銀行電子轉賬 eTransfer   

為了提供會眾額外捐獻途徑，你們現在可以使用銀行電子轉

賬選項。該服務簡易、快速、安全、環保、最重要是減低本

堂電子服務的成本，還有助本堂工作人員在處理捐款時，減

少與現金或支票接觸。各位只需上網往您的個人銀行帳戶，

選擇＜ Interac e-Transfer＞  選項，  收款抬頭為收款抬頭為收款抬頭為收款抬頭為＜＜＜＜Toronto 

Chinese United Church＞，＞，＞，＞，將奉獻金額用帳戶內的電郵地址將奉獻金額用帳戶內的電郵地址將奉獻金額用帳戶內的電郵地址將奉獻金額用帳戶內的電郵地址

發送到發送到發送到發送到 tcuc.info@bellnet.ca 即可。請在＜留言＞部寫上你的

捐封號碼，如果您有具體指示，分配捐款予指定基金，可以

在＜留言＞部註明。由於＜留言＞部的空間有限，建議您使

用縮寫（例如，S =主日捐，BM=建設及維修基金，V=前瞻

基金，T=感恩捐，F=獻花，  B=獻刊，MS=傳道服務基

金。 至於外展或特別捐，則請留言指示）。如果您將＜留言

＞部分留空，則所發送的金額將被視為主日捐。至於目前其

他奉獻方法如現金，支票或 CanadaHelps，仍繼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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