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敵人與我。 

經文：尼希米記 4:4-5, 14, 20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全然向你、主居首位、 

每一天………………………… 會眾 

3. 牧禱/主禱文 ……...………………….……………... 湯紹源牧師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梁慧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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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與我。 

經文：尼希米記 4:4-5, 14, 20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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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歌讚美 ……照我本相、一路由我救主引領、 

平安如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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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慧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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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小組祈禱會：於8月4日（星期三）早上十時正舉行。請
聯絡陳王日虹姊妹vivian_yhc@yahoo.com以了解參與辦法。 

2.  從七月開始，粵語堂每週都有祈禱會（第五週除外），在星期
六上午和星期三晚上輪替舉行。本週祈禱會定於8月4日（星
期三）晚上八時半舉行。八月份祈禱會仍以網上形式運作，
弟兄姊妹參加粵語堂祈禱會，請以電郵聯絡教會，以便通知
你祈禱會的參與途徑。 

3.  由教會主辦的「移溫，疑問，宜問」移民溫哥華免費網上專
題講座將於2021年8月舉行第二講。 詳情如下： 

8月講座內容：溫哥華之醫療及教育制度 

時間：溫哥華時間 8月6日 星期五 晚上7時正 

香港時間 8月7日 星期六 早上10時正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戚朋友參加，以下為Zoom link： 

https://us06web.zoom.us/j/92313608333?pwd=ZzM3K0VvWmt

GY2NEL3FzR0pqdFN2QT09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到newimmigrants@lordsgrace.ca或 

可參加我們的Facebook群組@溫故知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40504409603331/。 

4.  教會將於8月7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舉行海邊洗禮，歡迎各
位參加。具體地點請聯繫辦公室索取地圖。接受洗禮的有國
語堂的唐莉蓮和王譯民，以及英語堂的Mirabelle Woo。我們
會於8月8日（星期日）歡迎他們和我們新轉會成員，國語堂
的錢素貞。請為他們祝福，願神堅固他們的心，繼續為主作
見證。 

5.  為八月七日受洗的弟兄姊妹能盡早領受第一次聖餐，無須等
候一個月；聖餐將於下星期日進行。請在家參與崇拜直播的
會眾在主日之前準備好餅和杯以一同守聖餐。教會將提供預
先獨立包裝的聖餐杯與餅給參加實體崇拜的會眾。 

6.  傳道同工消息：李聖勳牧師於8月2至21日休假，22日銷假。
請在禱告中記念。 

聖經學校（粵語）10:30am-11:45am 

7.  成長班：初信成長八課（七月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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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楊小琼、湯葉妙愛 

mailto:vivian_yhc@yahoo.com
https://us06web.zoom.us/j/92313608333?pwd=ZzM3K0VvWmtGY2NEL3FzR0pqdFN2QT09
https://us06web.zoom.us/j/92313608333?pwd=ZzM3K0VvWmtGY2NEL3FzR0pqdFN2QT09
mailto:newimmigrants@lordsgrace.ca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40504409603331/
mailto:waynewingwong@yahoo.com


 

下週粵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Aileen | 領詩、司琴：詩班 | 影音：Andrew 

下週國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Ricky | 領詩：Melody | 司琴：Tina | 影音：Pan/Cindy 

 

上主日出席人數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兒童 總數 

127屏幕 
+ 52現場 

31屏幕 
+ 32現場 

26屏幕 
+ 43現場 

24 335 

 

2021年 8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8 日 郭靖弟兄 郭靖弟兄 
15 日 黎志宏牧師 林錦生傳道 
22 日 陳明斌牧師 黃秀琇傳道 
29 日 何皓光醫生 何皓光醫生 

 

 

  

8.  聖經學校（成長班除外）將於八月放暑假，並將於九月恢復
三班直至十一月份，以實體方式進行。課程包括： 

1. 尼希米記（以斯拉記的延續） 

2. 馬可福音 

3. 性的神學 

福音研經班屆時將會續辦。 

聖經學校（國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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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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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國語堂網上主日學和禱告會將在 8月 15、22及 29日暫停，
於 9月 5日恢復。學習內容將稍後公布，敬請留意。 



本週禱告事項大綱 
（8月 1日至 8月 7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
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默想：我們的盼望從何而來？我盼望甚麼？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 求物質主義的世界能看見那不可見的主是如何超越我們一切所想所
求。 

▪ 把我們未信主的親友放在主面前，求主憐憫光照。 

▪ 為各受浸的朋友祈禱，為訓導他們的人求智慧帶領他們成長。也歡迎
他們進入神的家。 

▪ 求主鋻察我裹面的惡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篇 139:23-24） 
□ 星期二 教會家 

▪ 求主引領教會各層面能謙卑溝通，以愛心說誠實話，互相聆聽，取長
補短。 

▪ 為各堂關懷小組感恩，求神加添他們力量和愛心。 
▪ 為各堂的培訓課程仰望。求主賜我們有進深的動力。更明白與神和好
的使命。 

▪ 為教會的義工無條件的付出感恩。感謝天父各方面豐富供應。我可作
甚麼？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 感謝大家為幸福小組祈禱。請為新朋友融入團契生活和救恩仰望。 
▪ 我是好土壤嗎？我能結一百倍的果子嗎？（馬太福音 13:1-9）。是誰的
功勞？ 

▪ 為下學期各主日學新班預備仰望。為教會基督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異象和籌劃仰望。 
▪ 為團契部各團契感恩。讓我們實踐主內的肢體生活。 

□ 星期四 主的醫治 

▪ 楊宇光弟兄仍然留院。請繼續為 Joshua和 Serena 一家祈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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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oline Yang 的康復路程祈禱。求主喚醒 Esther Sung，讓她能說話。 

▪ （詩篇 146:7-10）醫治是從神而來的。為此仰望和感恩。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 求 Caleb 和 Noel 在外的安全和見證的機會。 
▪ 為世界各地能得着疫苗供應對付 COVID 仰望。特別為越南、印尼和
印度的疫情祈禧。 

▪ 為在阿富汗曾為外國軍隊工作的翻譯人員和家人的安全和移民仰望。 

▪ 為世界氣候變化求平安。求世界環保從討論到實踐加快步伐。 
□ 星期六 為明天 

▪ 讓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郭靖弟兄，願神藉着他使我們的靈命増長，更
親近主、明白祂愛人的心腸。 

▪ 祈禱各堂領導崇拜團隊帶領我們進到神面前：不斷讚美和感恩。 
▪ 專心留意一切美善的事。（腓立比書 4:8-9）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敵人與我。 信息：敵人與我。 

經文：尼希米記 4:4-5, 14, 20 經文：尼希米記 4:4-5, 14, 20 

講員：梁慧玲牧師 講員：梁慧玲牧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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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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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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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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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