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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立比宣道會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8611 Armstrong Avenue, Burnaby,  BC V3N 2H4 

Tel: (604) 524-3336        Fax: (604) 524-0329 
E-Mail: office@bacfamily.org 網址：www.bacfamily.org  Room Booking: roombooking@bacfamily.org 
  主任牧師： 潘熙遠牧師                                            英語事工：張耀基牧師 (英語部領牧) 

  粵語事工： 梁頌基牧師 (粵語部領牧)               Rev. David Eng  (副牧師)       

黃兆強牧師 (中年及年長事工)             青年事工：林余慧琳傳道  

温雋元牧師 (大專及職青事工)  

黃偉雯牧師 (基教事工, 半時間)           兒童事工：鄺虞慕梅同工 

吳張穎雯同工 (關顧事工, 半時間)                           鄧曾潔芙同工 (招募及訓練, 部份時間) 

教會行政主任：歐李小燕同工 (部份時間, 義務)    國語事工：朱俊松牧師 (國語部領牧, 部份時間) 

 宣教事工： 賀梁佩珠傳道 (部份時間, 義務)                                蔡李麗傳道 (助理傳道-家庭事工, 半時間)      
                  

    點燃蠟燭 – 平安 
 

     詩歌敬拜  
       新三一頌  

      這位奇妙嬰孩是誰  

       平安夜 ,  真平安    

        因為愛  

 

    領受聖言          

       「不可或缺的一件事」 

       馬可福音 10:17-22 

 
    聖餐記念    

          何等榮耀美麗的主  

     
    委身信仰   

      歡迎及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主日崇拜題目  :重拾「聚會」的威力        經文  :  路加福音  10 : 1- 24 

********************************************************* **                                       

  本立比宣道會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本立比宣道會將會以言語和行為來見証 神； 

藉著我們的見証，我們的鄰舍將會經歷祂。 我們的異象: 

主日崇拜 (實體) 

粵語                      121 

粵語 Re:Fresh        67 

英語                      124 

國語                        42 

兒童                        19 

祈禱會 

(網上聚會) 

粵語       37   

國語       17 

英語         5     

主日學 

(實體) 

幼兒         5

兒童        21 

青少年    25         

上週奉獻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慈 惠 基 金 

年 終 感 恩 

水 災 救 援 

 

$         33,604.68 

$         10,830.75 

$           5,776.25 

$           6,395.25 

    $              150.00 

    $         10,530.00 

    $           5,068.00 

  實體崇拜人數      373        合共       59  合共       51          總金額加幣 $         72,354.93 

 

               將臨節主日崇拜  
2021 年 12 月 5 日  

 

午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郭文池牧師   潘熙遠牧師 

主席   錢得興              蕭清松 

司事 鄭家信,梁念龍,王劉美霞 鄭家信,梁念龍,王劉美霞 

司琴 傅莫志芬 譚江燕 

影音 吳楚森, 何啓游, 胡家榮, 劉宇基 吳楚森, 何啓游, 王志強, 劉宇基 

 

上週奉獻記錄：若需要查閱上週奉獻記錄，請點擊 連線。 

教會奉獻安排：面對新冠肺炎危機，本宣家對弟兄姊妹的奉獻方式作出一些

建議，詳細說明可點擊教會網頁奉獻安排 。 

附堂重建通訊：直至 11 月 30 日止，收到的信心認獻表為 159 份，金額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958,885。 

http://www.bacfamily.org/
mailto:roombooking@bacfamily.org
https://www.bacfamily.org/password_check?dom_id=program_113&return_to=%2Foffice%2Flast-week-offering-record
https://www.bacfamily.org/office/offering-arrangement--115


                                     家事分享                                2021.12.05 

1. 歡迎及感謝郭文池牧師今日蒞臨本會證道。亦歡迎首次來參加聚會的

新朋友，煩請填寫來賓留名卡交給牧師或傳道同工，以便教會聯絡或

探訪。 

2. 實體崇拜及聚會最新指引：鑑於省衛生官在 2021 年 11 月 30日發出之

最新指令，請留意本會作出以下新的指引：參加教會內所有實體聚會

的弟兄姊妹必須戴上口罩及已接種兩劑疫苗 (5 歲及以上的兒童在室內

必須全時間戴上口罩)。為了確保繼續提供安全的環境，我們亦會查

閱弟兄姊妹的接種疫苗證明。新指引將由 12 月 10 日起生效。 

3. 粵語部異象分享會：粵語部於 12/10 (本週五 - 晚上 8 時) 在大堂舉辦

「異象分享會」，與全會眾一同分享教會前面的方向與計劃，包括門

訓、小組等。誠邀各位參加現場或網上 Zoom Meeting 

（https://zoom.us/j/96059877347  ; Meeting ID: 960 5987 7347 ; 密碼: 2022） 

4. 粵語部洗禮：定於 12/19舉行。 

5. 粵語部平安夜崇拜：12/24 晚上 8 時在大堂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及親

友參加，齊來敬拜及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會後有茶點供應。 

6. 年終感恩奉獻：11/21 - 12/30 (中午截止) 接受年終感恩奉獻，所收的

奉獻將會用作先補常費及宣道金的赤字，盈餘將撥往建堂基金。 

7. 2021 奉獻記錄：2021 年 (1-11 月) 的奉獻記錄由 12/5 起至 12/31 放在

教會側門告示板及教會網址 https://www.bacfamily.org/bulletins，請弟

兄姊妹細心查閱，如有錯漏或任何更改，請立即通知教會辦事處。凡

於今年為教會購買物品而須向教會申報及索還款項的，請於 12/27 前

申報，逾期恕不接受處理，請弟兄姊妹留意。 

8. 關顧部「迎新會」 ：12/12（週日）實體午餐聚會 + Zoom 網上聚會同

步進行。當日有分享，介紹教會、認識牧者並更多弟兄姊妹。幸福小

組參加者和同工請出席網上聚會 (下午 1:40 - 3:15 )。崇拜新來賓請出

席實體聚會，時間下午 1:00-3:30 在教會 MPR 舉行。出席實體聚會者

須完成接種兩次疫苗，並附上一張電子生活照作當天活動之用。如有

查詢，請聯絡吳張穎雯同工 (Mandy) 。  

9. 兒童事工：**請家長留意：嬰兒照顧將於 12/19起在上午 9:30及 11:00

時段重開。另請家長於兒童崇拜後 (10:45) 接回子女，再於 11:15帶他

們參加主日學。兒童事工需要 6-8 位人手於 9:30 幫忙嬰兒房及學前

班，及 3-4 位人手於 11:15 幫忙兒童及學前班主日學，有負擔者請盡

快與 Loran Tang 或 Sandra Chu 姊妹聯絡。請家長務必在每週週四前

點撃此教會網址預先登記。(視乎人手安排提供有限的兒童照顧) 

 

 

 

人 
      

  
                             牧者心聲                 張耀基牧師 

  你曾否有過這樣的想法，覺得神是那麼遙不可及，跟我相離甚遠？有

許多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曾經有過這樣的感受。有時候我們覺得

自己與神是如此相近，彼此連結着，但有些時候我們卻覺得與神相離甚

遠。將臨節提醒我們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無須去尋找祂，祂已經來到我

們當中。我們再無須有任何害怕或恐懼。 

我們今天慶祝將臨節，是因為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已經來臨。祂二

千年前已經來臨，我們更期盼祂會再來的一天。祂並不是與我們遙不可

及，與我們相離甚遠，又或如有些人所想的很難被尋見。 

我們所認識的神是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約翰福音第一章記

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緃使耶穌並不是有形有體般與我

們在一起，但藉着祂所差派的聖靈卻與我們同在。每次當我們在教會聚

集的時候祂就居住在我們中間。讓我們記起神在馬太福音第 28 章裡所

說：「…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與我們同在，祂現在就與我們在一起。神也與你同在！祂就在此

時此地來拯救我們。創造宇宙萬物的神藉着主耶穌基督來與我們親近- 這

一刻就在我們當中。我們沒有理由再活在恐懼當中。 

 

 

 

 

 

 

10. Samaritan’s Purse：需要大量義工協助 BC 內陸受水災影響的災民重

建家園，幫助他們清除雜物、土庫泥濘、撕掉石灰板和消毒等。他們

會有經驗領隊和簡單訓練，詳情請參閱他們的網站或聯絡宣教部 Owen 

Choi。 

11.卑斯省因連日暴雨，現正處於緊急狀態，弟兄姊妹若有意奉獻作

救急援助，請於奉獻封上註明「水災」，有關款項會轉送總會集齊發

放至協助災情的團體。 

12.2022 年教會月曆及靈命日糧：已放在大堂外可供取閱。 

https://zoom.us/j/96059877347
https://www.bacfamily.org/bulletin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7SO2tcQmTRkVcUQGQMkKFLp9iaXI5jhC62JCsWmY3QV3ScA/viewform
https://www.samaritanspurse.ca/bc-flood-response-volunteers?sc=sg21bdbfv2


主題：重拾祭司的尊榮 

經文：彼前 2:4 – 10 

講員：黃偉雯牧師                                       2021-11-28 

  

一、 祭司原本的職份 

早在摩西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來到西乃曠野時，神便吩咐摩西對

全體以色列民說：「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顯明

神的心意是以色列全民作祂的祭司，代表神作外邦人的中保，成為神與其

他民族的橋樑。藉此把先前與亞伯拉罕立約的祝福賜給萬民。神為確保命

令能準確傳遞，設立祭司制度，選立亞倫和他的後裔作祭司。一來除淨民

眾在埃及寄居時所玷染的歪風，二來讓百姓正確認識神和祂的旨意，與及

對神作出適切回應。回應其一方式是獻祭。 

《利未記》是祭司手冊，詳列獻祭守則。包括處理祭牲及獻祭過程，

都要嚴格遵守，一點不可馬虎偏差。用意是表達對神的崇敬與及操練對神

的順服。始祖亞當夏娃就因不順服而犯罪。整個舊約祭司制度的核心是使

百姓學習順服神，祭司職份就是擔起這任務。獻祭的祭牲不是本體，人對

神順服的心才重要。獻祭是反映人內心對神的順服。 

 

二、 祭司職份的失落 

舊約記載很多失敗和失職的祭司，以下數例是對神的不順服： 

（1） 亞倫兩個兒子拿答和亞比戶，私自獻上凡火，是神沒有吩咐。他們

所作只為討好百姓，並非順從神，所以被神擊殺。（參閱利 10:1-2） 

（2） 以利身為祭司，沒有管教兩個作祭司的兒子。他們濫用職權，肆意

取去百姓祭肉，藐視神的祭物。神藉非利士人奪去他們生命，以利

也跌倒而死。（參閱撒上 2:12-17；4:10-18） 

（3） 耶利米書記載當時的祭司行事虛謊，沒有醫治百姓，只敷衍說：

「平安了！」神的審判臨到，他們仆倒跌倒。（耶 6:13-15） 

（4） 耶穌時期的大祭司該亞法為保權位，表面維持社會穩定，實情是為

一己私慾，結果屬地的大祭司殺死屬天的大祭司。（參閱約 18:12-

14） 

這些祭司應是人神之間的中保，他們不但沒有履行職責，所作所為更

是敵擋神，祭司尊榮盪然無存、完全失落，都是不順從神的表現。 

 

三、 重拾祭司的尊榮 

舊約祭司的不順服，正反映耶穌的順服。祂能拯救萬民是因順服父神，

這是作祭司的核心職責。主後 70 年聖殿被毀，神廢去藉聖殿攬權的祭司。

《彼得前書》於主後 68 年寫成，彼得指出「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惟有」是相對那些仍在聖殿作祭司而言。他們

是假祭司，信靠耶穌的才是真祭司。神重新賜予新約信徒祭司身份，乃因

基督救贖之恩，親身成為祭牲獻上挽回祭。 

 

四、 活石、房角石、絆腳石 

「活石」一詞在整本聖經只出現兩次，就在這段經文。彼得以「活石」

描繪主耶穌和信徒，是因他的名字乃「磐石」之意。耶穌曾對他說：「你

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這事彼得絕對不會忘記。 

石頭聯合一起才發揮功能建造城牆或房屋，那是活石。單獨一塊只能

成為絆腳石，那是死石。石頭也需被打磨切割，才能恰當地被用。這正好

形容信徒與其他信徒之間，要謙卑合作才能建造靈宮合乎主用。 

 

五、 以順服作君王的祭司 

《和合本》譯作「君尊的祭司」並不完全正確，《新漢語譯本》翻譯

為「君王的祭司羣體」更合原文。意即被神揀選的信徒是天國君王耶穌基

督所擁有的祭司，是祂御用的。新約時代的祭司與舊約時代的祭司不

再一樣，再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基督成為大祭司，把自己身體獻祭，成

為建造房屋的第一塊石頭 —「房角石」，也成為我們的榜樣和典範。 

舊約時期，殺一頭羊羔或一隻牛犢用以獻祭，其實並非太難，只要經

濟能力許可便成。但新約時期，是要把自己的身體獻上成為活祭。意即不

是一次過，而是連續不斷、隨時隨地、無時無刻，都要獻作活祭，成為終

生的事奉，以順服作君王的祭司，這才是作「祭司」的原意。 

如何作君王的祭司呢？（1）回到最基本的職責，作神與人的橋樑，將

神的祝福帶給萬民。（2）熟讀祭司手冊，不單是《利未記》，而是整本

聖經。（3）操練對神的順服，包括定時讀經和禱告。這都是作新約祭司

的職責。 

 

討論及分享問題： 

1. 作祭司最重要的條件是甚麼？你具備這條件嗎？為何有？為何沒有？ 

 

2. 你在教會中可曾與其他肢體合作一起事奉？你覺得困難還是輕省？為

甚麼？ 

 

3.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句話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 

 

  



本週信息大綱 - 2021/12/05 

主題：不可或缺的一件事 

經文：馬可福音 10:17-22 

講員：郭文池牧師 

 

 

一、 不可或缺的態度       (可 10:17-18) 

 

 

二、 不可或缺的努力       (可 10:19-20) 

 

 

三、 不可或缺的決定       (可 10:21-22) 

 

 

 

 

討論及分享問題： 

 

1. 我是否願意將主耶穌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嗎？包括：前途、

財富、感情等。 
 

 

2. 你期望你人生的下半場如何被神使用呢？ 

 

 
 

 

本週信息大綱 - 2021/12/05 

主題：不可或缺的一件事 

經文：馬可福音 10:17-22 

講員：郭文池牧師 

 

 

一、 不可或缺的態度       (可 10:17-18) 

 

 

二、   不可或缺的努力       (可 10:19-20) 

 

 

三、   不可或缺的決定       (可 10:21-22) 

 

 

 

 

討論及分享問題： 

 

1. 我是否願意將主耶穌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嗎？包括：前途、

財富、感情等。 
 

 

2. 你期望你人生的下半場如何被神使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