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事奉人員 

 本主日 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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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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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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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馬司徒影蓮 司徒達年

領 詩 柯婷恩 黃劉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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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聚會時間 

粵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國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英語崇拜 主日上午十一時正

英語查經班祈禱會 週一晚上七時

兒童崇拜

及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半另外

下午五時 以 進行

粵語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半

國語主日學 主日上午九時半

國語團契 週五晚上

英語團契 中學 週五晚上七時半

英語團契 大專生 週五晚上七時半

查經班國語 週六晚上六時

恩典團 長者團契 週四晚上七時半

仁愛組 家庭 每月第二週六晚上七時半

以諾組 家庭 第二週六晚上

撒拉組 親子小組 每月第三週六晚上

幸福人生 每月第三週五晚上七時半

恩慈組 信仰成長 第一、三主日下午二時半

和睦組 信仰成長 每月第三週六晚上

加百列組 每月第二週五晚上七時半

順服組 在職青年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四時

教會祈禱會 週三晚上七時正

星期二祈禱會 週二晚上七時正

教會辦公室現祗提供預約服務

週三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為同工祈禱會

 

奉 獻 統 計

年累積奉獻：

$338,909.9 
 

35 

上週奉獻

十 一 奉 獻 ： $4,005.00 
 感 恩： 850.00 

信 心： 0.00 
愛 筵： 0.00 
大使命奉獻 ： 0.00 

查經班 0.00 

總 數：    $4,855.00 
                                                              

2022年 8至 12月份收入 
   月份 收入 

8 月 $30,861.80 
9月 $24,181.69 

       10月 $34,407.83 
       11月 $33,511.85 

12月 $71,506.17 
 
 
 
 
 
 
 
 

上週聚會出席人數

粵語崇拜 73 
英語崇拜 28 
國語崇拜 21 
兒童崇拜 30 
總 數 152 

本 週 代 禱 事 項

感謝主在歲首至年終，保守我

們在平安穩妥中度過；在新的

一年願人人都有機會認識神、

得平安。新年伊始，求聖靈激

動弟兄姊妹，每天好好讀聖

經，能夠在 年把整本聖

經讀一遍。

教會領袖就職典禮聯合崇拜將

於 月 日舉行，求神保守

教會理事會、每個部的同工，

賜給我們謙卑、合一的心，一

同傳揚福音， 培訓門徒，建

立教會，擴展神的國度。

愛城華人浸信會
Edmonto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1112-109 Ave Edmonton Alberta T5H 1E1 
電話 電郵

網頁

事奉同工 愛城華人浸信會全體會眾

教牧同工 杜衍忠牧師 粵語事工

聶書全牧師 國語事工

兒童事工

李恆初弟兄 行政主任

年度教會主題修

領人作主的門徒 月 日

每週禱文 專心仰賴

一 請讀出以下經文：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箴 ）

二 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

「專心仰賴」就是全心信靠，全然信得過主會帶領，這樣的人不會在等候

中以自己的聰明，去想出解決的方法。「專心仰賴神」的人，就是凡事禱告尋

求神，全心信賴主為他開路，相信神會帶領不同的人來，成為他的幫助及鼓勵。

這不是說專心仰賴神的人不需要人的幫助，不同的是他不會一開始就尋求人的

幫助，乃是在凡事上先尋求神，並且信得過主會感動或帶領一些人來幫助他。

三 請讀出以下禱文：

親愛的主耶穌，實在感謝祢，因祢的話語成為我的指示、我的出路，因此

我要學習全然倚靠祢。主啊，當我缺少智慧的時候，我要坦然無懼、篤信不疑

的來到父的施恩寶座前，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尋求從祢而來的幫助。主

啊，當我自以為有智慧可解決難題的時候，求祢提醒我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也不要自以為有智慧。主啊，我要學習一心尋求祢，專心倚靠祢，在我一切所

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祢，我深信主必指引我的路。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求，阿們。

此文章轉載自以勒基金 「經上記著說」祈禱手冊

mailto:office@ecbchurch.org
http://www.ecbchurch.org/


 

愛城華人浸信會 
二零二三年一月八日主日崇拜 

 
 盡心敬拜主   

序    樂 ..................................................................................................... 肅靜默禱 

宣    召 …………………………… 詩篇 38 : 15 …………………………… 主   席 

耶和華阿、我仰望祢． 

主我的神阿、祢必應允我。 

祈    禱 ..................................................................................................... 主   席 

頌    讚 

1.  祢是我神 

2. 愛，我願意 

3.  成為我異象 

會   眾 

奉獻祈禱 .................................................................................................. 主   席 

 盡意領受主訓言   

讀    經 …………………… 使徒行傳 1 : 12-26…………………… 主   席 

證    道 ………………    如何尋得神的旨意？  ……………… 杜衍忠牧師 

 盡力遵行主的話   

回 應 詩 ……………………………    憑祢意行  …………………………… 會   眾 

讀 金 句 ……………………………羅馬書 12 : 2………………………… 會   眾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讚 美 詩 ………………………………讚美一神………………………………  眾   立 

祝     福  ............................................ ..... ...........................................  杜衍忠牧師 

問安及歡迎 …………………… …………………………………………………………… 杜衍忠牧師 

關懷神家 ..................... ................................................................................ 主   席 

差 遣 詩 ..................... ................................................................................ 會   眾 
 

 

  彼此問安     互相代禱 

 

 家  事  分  享  
1/ 愛浸財政部將繼續以電郵方式，將二零二二年奉獻報稅收條傳送給兄姊 

   妹。為確保您的資料及電郵地址正確備錄，請到教會粵語部網站的「資源 

   區域 | 奉獻資料」欄，填妥「愛浸電子報稅收條登記」表格。截止登記日期 

   為 2023 年 1 月 15 日。此登記表格只供奉獻報稅收條內之個人資料註冊 

   或作更新用途，並不作其他使用，備錄資料亦絕對密。如果你已在上年登 

   記而資料沒有改變即不需要再作申報。弟兄姊妹若想查閱 2022 年度教會 

   全年奉獻總數，亦可於同一頁，點擊「2022 弟兄姊妹奉獻總額查閱」，便 

   可檢視檔案。所有未於網上登記，申請獲取電子報稅收條的弟兄姊妹，敬 

   請於日後，到愛城華人浸信會辦公室領取您的報稅收條。居住愛城以外的 

   弟兄姊妹，我們會以郵遞方式寄出您的報稅收條。歡迎聯絡愛浸財政部 :  

   finance@ecbchurch.org 作進一步了解查詢。 

2/ 新一季的粵語主日學已在本主日 2023 年 1 月 8 日早上 9:30am 開課，今季 

   的課程包括: 羅馬書(下)，老師是 Paul Chau 弟兄；約翰福音之三一神啟示， 

   引用新約應驗舊約，老師是 Kenny Ho 弟兄；新生命課程(慕道初信班)，老 

   師是譚妙玲姊妹；以及浸禮班，老師是杜衍忠牧師。以上所有課程以實體 

   教學，並不設網上授課。課程簡介 : 羅馬書(下) : 羅馬書的重要性並非言過 

   其實，…無疑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書信之一，而且關於它的註譯不勝枚 

   舉。然而，這卷書信真正的影響不可用關於它的著作數量來衡量，而是要 

   已讀它而被它改變的人來衡量的。然而羅馬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它裏 

   面蘊藏了完備的救恩訊息。宗教改革的始祖馬丁路德正是深深研究了羅馬 

   書之後發現了因信稱義的真理。 約翰福音之三一神啟示 : 約翰福音之三一 

   神啟示，内容貫穿新/舊約經文有關三一神舊約應許，新約成就應驗。 

3/ 愛城華人浸信會粵語部將與 Kairos 合辦「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把 

   握時機》是由九個單元組成的基督徒普世宣教生命課程；從四個課題來討 

   論宣教: 聖經、歷史、策略及文化。學習方式包括聚焦禱告、課文修讀、小 

   組討論、靈修專題、錄像教學及特別設計的跨文化活動。課程將在 2 月 4 

   日開課，請進到教會粵語部的網站內索取詳細日期，時間，地點，費用及 

   報名詳情。(*粵語部的弟兄姊妹；凡完成課程者申請，經過檢定後，便可 

   以得到$50 元的教會津貼。) 

4/ 教會將在 1 月 22 日聯合崇拜後舉行新年愛筵聯合聚餐，當日亦會有各部 

   豐富及精彩的賀年表演活動，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新朋友參加，讓我們一同 

   共度佳節。餐券每位$10，五歲以下小童免費，餐券在崇拜後開始售賣。 

5/ 粵語部將在 2 月 5 日崇拜後舉行「慶祝元宵佳節午膳聚餐」，當日除了午 

   膳聚餐外還有歌曲分享，舞蹈表演，短劇，猜謎及抽獎遊戲等等，願能跟 

   大家一起歡度元宵，亦盼望弟兄姊妹能邀請新朋友一同出席，報名及收費 

   詳情將容後公佈。 

6/ 人事部已展開聘請全職行政主任之工作，有關詳情請參閱圖書館門外之壁         

   報版或教會粵語部網站，有意應徵者請將履歷電郵至 hr@ecbchurch.org，郵件 

   抬頭請註明給人事部主席 Renata Szeto 姊妹。 

mailto:finance@ecbchurch.org
mailto:hr@ecbchurch.org


2023年 1月 8日主日崇拜 
 
進堂頌 - 何等慈愛(世紀頌讚 
#67)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

何等豐盛。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

何等豐盛。 
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使我們

得稱為神兒女；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

何等豐盛。 
請看，天父賜給我們偉大慈愛

何等豐盛。 
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使我們

得稱為神兒女； 
使我們得稱為神兒女；使我們

得稱為神兒女。 
 

 
宣召 – 詩篇 38:15 
耶和華阿、我仰望祢．主我的

神阿、祢必應允我。 
 
頌讚 –祢是我神（曲、詞：霍
志鵬；編曲：石頌詩；Copyright 
©  2020 One Circle Limited） 
請開我眼打開我心，明白祢有

多麼深愛我，請釋放我去我纏

累，能讓我再有力榮耀祢。 
請改變我謙卑我心，明白我有

多麼需要祢，心緊靠祢進祢懷

內，容讓我永貼近隨著祢。 
 
祢為我釘身受死，抹去我的污

穢，祢是我神是我王我心欣

慰， 

我為祢張開我口，向世界高聲

唱，竭力讚揚願永傳祢大愛。 
我為祢舉起兩手，永遠高舉

祢，讚頌我神頌我王我心所

愛。 
我為祢傾出我心，撇棄世間貪

愛，放下軟弱願獻呈作活祭。 
祢是我神祢是我王到永遠，永

頌我神竭力讚揚敬拜祢。 
帶領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

華；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會眾 至高者啊，我要歌頌

祢的名。 
帶領 祢是我的神， 
會眾 我要稱謝祢。 
帶領 祢是我的神， 
會眾 我要尊崇祢。 
帶領 我倚靠祢的慈愛； 
會眾 我的心因祢的救恩快

樂。 
齊聲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

名，以感謝稱祂為大。 
Sing once more 
 
愛，我願意（詞曲：洪啟元；© 
1999 Stream of Praise 
Music/BMI. CCLI: 3518845） 
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

祥，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

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

上，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

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在

祢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永

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是

我的主。 
 
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

祥，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

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

上，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

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在

祢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永

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是

我的主。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在

祢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永

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是

我的主。 
 
永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

是我的主。 
 
成為我異象（世紀頌讚 #331) 
1.懇求心中王，成為我異象，

萬事無所慕，惟主是希望！ 
願你居首位，日夜導思想，工

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 
2.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

我願常跟你，祢作我良伴。 
祢是聖天父，我得後嗣權，祢

住我心殿，我與祢結連。 

3財富非我求，虛榮非我慕，

主是我基業，一直到永恆。 
惟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祂

是天上王，勝珍寶權能。 
4.天上大君王，輝煌的太陽，

我贏得勝仗，天樂可分享。 
境遇雖無常，但求心中王，掌

管萬有者，永作我異象。 
 
讀經 –使徒行傳 1:12-26 

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

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日可

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裡回

耶路撒冷去。 
13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

間樓房．在那裡有彼得、約

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

馬、巴多羅買、馬太、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

和雅各的兒子猶大。 
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

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

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

告。 
15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

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

中間站起來、說、 
16 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

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

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

的。 
17 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

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分。 



18 這人用他作惡的工價、買

了一塊田、以後身子仆倒、肚

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 
19 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

道這事、所以按著他們那裡的

話、給那塊田起名叫亞革大

馬、就是血田的意思。 
20 因為詩篇上寫著說、『願

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在

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

他的職分。』 
21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

終出入的時候、 
22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

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

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

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

復活的見證。 
23 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

叫作巴撒巴又稱呼猶士都的約

瑟、和馬提亞。 
24-25 眾人就禱告說、主阿、

祢知道萬人的心、求祢從這兩

個人中、指明祢所揀選的是

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

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

地方去了。 
26 於是眾人為他們搖籤、搖

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使

徒同列。 

 

回應詩 –憑祢意行（世紀頌讚 
#349） 

1. 憑祢意行，主！憑祢意

行！因主是陶匠，我是

泥土， 陶我與造我，

照主旨意，我在此等

待，虔誠候主。 
2.  憑祢意行，主！憑祢

意行！鑒察試驗我，就

在今天！ 求將我洗

淨，潔白如雪，今謙卑

跪下，在主腳前。  
3. 憑祢意行，主！憑祢意

行！思想與言行，憑主

指引， 聖靈充滿我，

顯明主恩，惟望主耶

穌，常住我心。 

 
金句 – 羅馬書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 
 
讚美一神  頌主新歌頁面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親愛的救主（世紀頌讚#560） 

親愛的恩主，我要敬拜尊崇

祢，我願每天殷勤事奉祢。 
主的愛叫我們合為一，是主的

愛差遣我們去，為祂作子民，

作祂子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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