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信仰 CT Scan 

經文：約翰一書 4:1-6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響應、除祢以外、 

安靜………………………….. 會眾 

3. 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楊綺雯傳道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6.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7. 三一頌/祝福 ..….….………(眾立)…..…………….. 湯紹源牧師 

8.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主恩堂 12:00pm國語崇拜程序 

         

信息：團契之辨 

經文：約翰一書 4:1-6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啟應 ……………………….……..….…….……… 主席 

2. 詩歌讚美 ………..祢信實何廣大、空谷回音、 

藉我賜恩福……………………….. 會眾 

3. 使徒信經/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林錦生傳道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6.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7. 三一頌/祈禱祝福 …………(眾立).…………………. 林錦生傳道 

8.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家事分享 
         

1.  主恩堂會友（網上）年會謹定於今日3:00pm舉行。議案：(1) 

接納2022年度由會眾選出的執事名額上限為七名：(2) 接納

2020年已審核的財務報表；(3) 委任Kevin K. Yip, Inc.作2021

年度的核數師；請會友準時出席。 

2.  粵語堂異象分享會：為統籌香港新移民事工，粵語事工團隊

和大家分享教會未來要做的香港新移民事工，以使大家明白

瞭解並考慮加入事奉行列。猶如昔日我們曾經是新移民，透

過教會得到上帝的恩典，今日一樣與人共享上帝的厚恩。時

間：今日1:30pm在網上舉行。Zoom連結： 

https://zoom.us/j/98764076628?pwd=d3NVVXowa0k1UFJRY2

RQWVhQcThlZz09（Meeting ID: 987 6407 6628, passcode: 

800560） 

3.  請預留時間參加全教會的祈禱週會：「靜禱—我等候耶和華，

我的心等候」。讓我們教會家一同在神面前靜默。日期為本月

26日（星期六），於10:00-11:30am以Zoom形式進行。 

4.  請為教會的Katrina、Roy、Nicole, Justin和Philip分別從高中、

大學和研究生院畢業感謝神。在神的恩典中，我們對他們所

取得的成就和克服的困難感到特別驕傲，尤其是在這個充滿

挑戰的疫情時期。請繼續為這些畢業生即將踏上人生下一階

段的旅程禱告。 

5.  差傳部已訂下10月22/23/24日的週末為差傳週末（mission 

weekend），請弟兄姊妹先預留時間 （22日週五晚上和23日週

六晚上以視屏形式舉行），詳情會稍後公佈。請為講員/籌備

委員的智慧和準備等禱告，希望通過差傳週末能讓兄姊妹對

差傳能有了解和鼓勵。 

• 差傳部亦需要在翻譯上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感謝神，我們

已有兩位願意在文字翻譯事工上幫忙的會友。我們仍需要

1-2位願意幫忙的弟兄姊妹（為英文-中文或中文-英文翻

譯，在45分鐘至1小時的差傳週末影片加上字幕，我們會

預早通知，好讓翻譯員有充足時間準備）。能夠在這事工

上幫忙的弟兄姊妹請聯繫mission@lordsgrace.ca。 

聖經學校（粵語）10:30am-11:45am 

6.  請閱以下主日學班別簡介，選擇你有興趣的班別參加。 

（上週參加人數：66） 

https://zoom.us/j/98764076628?pwd=d3NVVXowa0k1UFJRY2RQWVhQcThlZz09
https://zoom.us/j/98764076628?pwd=d3NVVXowa0k1UFJRY2RQWVhQcThlZz09
mailto:mission@lordsgrace.ca


• 馬可福音，認識和學習耶穌行述，建立靈命。 

你知道嗎？馬可福音是四福音書中的「大阿哥」，最早的

福音書記載我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蹟和祂所成就的救
恩。從極少修飾的文本之中，馬可福音主日學課程會讓
你透過馬可的眼睛去學習認識耶穌和祂呼召我們走的
路。Zoom：https://tinyurl.com/LGC-CanSundaySchoolMark 

（Meeting ID: 897 3045 5127, Passcode: 227727） 

負責老師：梁何頌樂、區鄧觀嬌 

• 以斯拉記，認識被擄歸回一段聖經故事，配合今年講道。 

以斯拉記是被擄歸回的一段歷史，也是猶太人重新檢示
他們作為猶太選民的時候。從信仰，身份，和行為，他

們要証明自己上帝選民的身份，但又要小心要觸碰政治
紅線。讓我們看見在新的一時代，信仰如何重建？當信
仰遭受挑戰的時候，信徒雖然面對多方面的缺欠，但仍
忠心在緊黜中掙扎活出信仰。 

Zoom：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Ezra 

（Meeting ID: 930 3571 3893, Passcode: 561303） 

負責老師：黎百齡、梁美鵬、古建興、湯紹源牧師 

• 甚麼是教會？透過神學理解教會和我的關係。 

（今日暫停一次） 

教會正活在時代、文化、倫理及政治衝擊的當下。「甚麼
是教會？為何要有教會？如何活出教會?」透過聖經及教
會歷史，這課程會思索這些有關教會根本的問題，讓我
們作為教會可以在大時代及疫情的當下從新出發，與我
們身處的社區接軌，活出福音，傳揚福音。（這個主日學
課程使用 Seminary Now 的英語錄影，課前會提供中文翻
譯。前言和討論用粵語。） 

Zoom：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Whatischurch 

（Meeting ID: 961 8511 0474, Passcode: 429638） 

負責老師：蔡思源傳道、梁慧玲牧師、錢天融 

• 福音研經班，讓未認識耶穌的朋友來認識耶穌。 

本課程想透過耶穌的不同故事，去探討這個耶穌在二千
年前的所作所為，為何仍然能夠影響今日的我們每一個
人，更會討論一些人生時常遭遇到的不同處境和議題，
特別適合未信主的親友参加。詳情與報名請聯絡黃永輝

弟兄（電郵 waynewingwong@yahoo.com 或留言
604-837-7707）。 

負責老師：黃永輝、陳惠蓮、湯葉妙愛師母 

https://tinyurl.com/LGC-CanSundaySchoolMark
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Ezra
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Whatischurch
mailto:waynewingwong@yahoo.com


下週粵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Wayne | 領詩：Louisa | 司琴：Carol | 影音：Adley/Andrew 

下週國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Ricky | 領詩：Linda | 司琴：Joyce | 影音：Jerry/Alex 

上主日出席人數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兒童 總數 

151屏幕 
+ 5現場 

46屏幕 
+ 7現場 

46屏幕 
+ 7現場 

27 289 

2021年 6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20日 林錦生傳道 林錦生傳道 
27日 梁永康主教 趙苒傳道 

 

 

  

聖經學校（國語） 

7.  國語堂所有團契會使用 Zoom 進行聚會。有關詳情請聯繫各

個團契負責人或本堂牧者。 

8.  國語堂主日學（10:00am-11:00am）網上直播會使用 Zoom 進

行。網上直播途徑將通過微信群組發送給弟兄姊妹。 



本週禱告事項大綱 
（6月 13日至 6月 20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4我們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5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
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6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
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
叫人活。」（哥林多後書 3:4-6） 

默想：我配作新約的執事（事奉者）全是因為神。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 感謝上帝，祂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得勝（林後 2:11, 14）。免得撒但有
機會勝過我們。 

▪ 為新移民工作的籌備和發展仰望。為這事奉的機會感恩。讓我們傳揚
耶穌基督。 

▪ 為各預備受浸的朋友祈禱，也為訓導他們的人求智慧，為他們的成長
鋪路。 

▪ 為教會社區工作仰望。求神使用我們祝福我們的隣舍。 
□ 星期二 教會家 
▪ 為全教會祈禱會的預備仰望。 
▪ 為教會預備逐步重開祈禱。 
▪ 感謝神：教會中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恩賜、不同的事奉，但同一心愛
主事主。 

▪ 為教牧同工愛主和愛教會的心感恩。求天父藉我們的事奉支持他們。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 部分幸福小組將完結，請懇切為當中的新朋友祈禱，願他們能接受救
恩。 

▪ 求天父讓英語、國語和粵語堂能致力在基督裏互相溝通和了解。 
▪ 讓主恩堂成為一個祈禱的教會。讓我們的祈禱會興旺，在各事上求聖
靈帶領。不求己意。 

▪ 為各主日學、查經班和團契都在主的話裏扎根感恩。讓聖靈把主的話
刻在我們心版上。 

□ 星期四 主的醫治 
▪ 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要使一切信祂的人都得永生。（約翰福音

3:14） 
▪ 為患病和照顧他們的人祈禱。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把一切告訴神。 
▪ 為 Esther Sung 和我們當中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姊妹求平安和盼望。求主
保守我們的長者。 

▪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謙卑承認我們都是罪人，虧欠神
的榮耀。求祂饒恕自義。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 為 Peter 和 Bernice Wang 在 Wycliffe 多年來的事奉和領導感恩。求神
祝福他們一家。 

▪ 祈求貧窮國家能得著疫苗供應。教我們不單只顧保護自己。 
▪ 為各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時，除經濟互利之外，也為世界爭取平權和公
義。 

▪ 為原住民歷史上遺留下來傷痛的醫治仰望。求主不讓歷史在世界任何
角落重演。求主眷顧。 

□ 星期六 為明天 
▪ 讓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林錦生傳道和 Mr. Elgin Woo，願神藉着他們使
我們的靈命増長，更明白如何過肢體生活。 

▪ 為明天的崇拜小組和影音義工祈禱。 
▪ UNIYA的年青人祈禱。求主讓他們在俗世中保持清心。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信仰 CT Scan 信息：團契之辨 

經文：約翰一書 4:1-6 經文：約翰一書 4:1-6 

講員：楊綺雯傳道 講員：林錦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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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