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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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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齋節第二主日 THE SECOND SUNDAY OF LENT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FEBRUARY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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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頌

歌詞見第3頁)

(

唱詩第319首

「與主偕行歌」(歌詞見第4頁)

DOXOLOGY
Let sing: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CLOSING HYMN #319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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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中華聯合教會上午十一時中文崇拜程序

成人洗禮儀節

Toronto Chinese United Church Chinese Worship Service

主禮：黃布愛玲
宣道：張展雄牧師
讀經：陳曾月萍
簡報：陳鎮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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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 Regina Wong
Preacher: Rev. Chris Cheung
Reader: Christine Chin
PowerPoint Preparation: Ka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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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靜默

PREPARE YOUR HEART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唱詩第28首

OPENING HYMN #28

「善牧恩慈歌」(歌詞見第2頁)

"The King of Love my Shepherd Is"

牧師領禱

PASTORAL PRAYER BY MINISTER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

同讀

詩班歌頌

「昨日、今日、永遠 」

啟應文

詩篇22: 23-31

讀經

創世記 17: 1-7, 15-16

唱詩第41首

「亞伯拉罕的主歌」

宣道

「易名」

Let’s read "Our Father ..."

CHOIR ANTHEM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words & music by Albert B. Simpson)

RESPONSIVE READING
Psalm 22: 23-31

SCRIPTURE READING
Genesis 17: 1-7, 15-16

HYMN #41
"The God of Abraham Praise"

SERMON
"Name Change"

奉獻及會務報告

OFFERING & PARISH CONCERNS

成人洗禮

ADULT BAPTISM

播放二月二十六的錄影)

(

祝福

Play a video taken on Feb. 26, 2021

BENEDICTION
1

宣告
張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聖洗禮的目的是要宣告和記念上帝的
恩典。藉著水和聖靈的洗禮，象徵信徒接受耶穌為救主，
成為上帝的兒女，與基督和其他信徒的聯合，和聽從主
的呼召為基督的天國事工傳揚愛心、和平與公義。所以
我們應當為領洗的人讚美感謝天父，要為他們祈求聖恩，
使他們前來領受洗禮的時候，既經水洗，同時也受聖靈
的洗，使教會在世界的工作得以堅立。
今天我們欣喜：鄧潔貞女士 (Ms. Connie Deng)，龔逸霆
先生 (Mr. Felix Dong)，楊廷艷小姐 (Miss Mia Yang) 決
志接受耶穌基督為她／他們生命的救主，成為上帝的兒
女；和願意以多倫多中華聯合教會為屬靈的家，並且在
會眾面前對上帝許願。
認信
張牧師：鄧潔貞，龔逸霆，楊廷艷，你是否相信一位上帝：聖父，
聖子，和聖靈？
領洗者： 我相信，求上帝施恩給我。
張牧師： 你是否願意追求在基督裏的自由新生命，抗拒邪惡，活
在愛和公義之中？
領洗者： 我願意，求上帝幫助我。
張牧師： 你是否願意轉向耶穌基督，接受祂為你的拯救者和主。
領洗者： 我願意，求上帝幫助我。
張牧師： 你是否願意加入多倫多中華聯合教會，與這教會的眾弟
兄姊妹共同分擔在基督裏的生活，工作，和事奉？
領洗者： 我願意，求上帝幫助我。
42

水禮及按手祝福

關懷與支持：

(

1.

張展雄牧師，堂會書記黃德銘主持。主禮人的手不接觸領洗者。)
歡迎 (會眾立)

張牧師：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我們歡迎你成為多倫多中華聯合教
會的全會籍教友，與我們分擔聖工上的權利和義務。感
謝上帝讓你在我們當中的見證。阿們。(
)

請坐

2.

致送證書及紀念品
(

堂會書記黃德銘代表教會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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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與主偕行歌」 (普天頌讚第319首)
1. 求主容我與主偕行，自由服務，謙讓忠誠；
求主示我治事秘訣，助我能擔繁劇艱辛。
2. 求主助我善用愛心，起懦馴頑，勉勵駑鈍，
隨時隨地引領同胞，脫離迷路,走上天程。
3. 求主賜我忍耐恆心，與主同工，親密日增，
虔信公理，戰勝萬惡，能勇能仁，奮鬥前進。
4. 求主助我永守偉望，無限前程，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主啊，容我永久偕行。阿們。
~~~~~~~~~~~~~~~

4.

本主日獻花：
陳曾月萍
岑曾月桂

5.

英 文 崇 拜 每 主 日 上 午 10 時 舉 行 ， 使 用 網 上 視 聽 連 接
https://us02web.zoom.us/j/4326626392 ，按入密碼或線上崇拜請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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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省政府頒佈的「居家令」仍生效。根據這項命令，除政府所列
的基本服務外，所有安省居民都必須留在家中。此外，所有企業
必須確保任何可以在家工作的員工都一定要在家工作。作為信仰
的群體，我們應該要盡可能維護整個社會的人民。為遵守這項命
令，張展雄牧師及黃布愛玲行政幹事將在整個命令生效期間內在
家工作，只到教會處理必須或緊急的事宜。我們懇請所有會眾成
員都留在家中，繼續參加網絡主日崇拜和教會所有在線活動。如
果您有特別的需要，請致電張展雄牧師及黃布愛玲行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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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或者您可
以致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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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和主內朋友對教會的支持，在疫情影響下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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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堂要繳付4%手續費。(4)使
用閣下的銀行電子轉賬服務，收款抬頭為＜Toronto Chinese United
Church ＞ ， 將 奉 獻 金 額 用 帳 戶 內 的 電 郵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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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需要布口罩，請聯絡黃布愛玲行政幹事以便安排領取或送到
府上。
4

3

下主日為聖餐主日，崇拜中我們會舉行愛筵。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靈和食品參與。
會務消息：
1.

外展組消息
救世軍男子庇護所需要男士新衣服包括內衣；Rosalee Hall
單親家庭社中心需要嬰兒用品和食品；愛靜閣社區中心食
物銀行需要大量的乾糧和獨立包裝的茶包、巧克力粉包、
咖啡包和小食。有意捐贈者，請於每週四交來教會。感謝
大家的慷慨和支持外展事工。

2.

「伸出友愛之手襄助善舉」
在大齋節四十天內捐助有需要的人
在大齋節四十天期間，我們鼓勵你在行動上回應，能夠節
制自己、同時又更曉得留意在疫情中那些有需要的人。您
的捐款將會全數寄交總會傳道及服務基金以支援他們的工
作。捐獻不論多少，都歸入你全年的奉獻內。捐款時請註
明 “Lent a Hand Dr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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