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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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03299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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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鄺虞慕梅同工 

黃偉雯牧師 (基教事工, 半時間)                               鄧曾潔芙同工 (招募及訓練, 部份時間) 

吳張穎雯同工 (關顧事工, 半時間)       國語事工：朱俊松牧師 (國語部領牧, 部份時間)                

教會行政主任：歐李小燕同工 (部份時間, 義務)                        李國良傳道 (助理傳道, 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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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  

    宣召 • 祈禱 

    詩歌敬拜 
      新三一頌  

      全地至高是我主  

      I  wil l  not  be shake n  

      主祢是我力量  

       
     李國良傳道就職禱告  

    
    領受聖言          

       「平安的真諦」 

        耶穌給你平安  

  
     委身信仰  

      心繫宣教      
     歡迎及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題目 :  「捨棄，然後有所得」           約翰福音  12 :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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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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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早堂           53 

粵語午堂及                  

Re:Fresh          284 
英語                 205 

國語                  43 

幼兒及兒童      39 

  

祈禱會 

(網上聚會) 

粵語       35 

國語       21 

英語         4   

主日學 

(實體) 

  成人        59 

幼兒        16  

兒童        36 

青少年    10        

上週奉獻 

(6/17-6/24)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青 少 年 營  

 

 

$         20,595.00 

$           2,965.00 

$           3,715.00 

$           3,285.00 

$                50.00 

總數                 624 合共       60 合共       121 總金額加幣 $         30,610.00 

    
                     主日崇拜  

2022 年 6 月 26 日  
 

 

午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黃兆強牧師 梁家麟博士 

主席 徐雋永 錢得興 

司事 
鄭家信, 梁念龍, 劉馬翠娥   

陳永明, 陳戴藹菕 

徐雋永, 譚博文, 蕭李詩慧 

黃克勤, 黃廖秀儀 

領詩/司琴 陳許倩儀/傅莫志芬 陳曾潔晶/何嘉欣 

影音 張永耀, 李殿俊, 李宇光 胡家榮, 何啓游, 陳惠昌 

嬰兒照顧  9:30 am 
彭競, 劉德勝,  

Maria Ho, Praise Ma 

Kim Amin, Melody Ma, 

Natsuki Tan, 劉清然 

鮮花奉獻 陳秀珍 Claudia Tsang 

 

1. 實體崇拜及聚會指引：出席教會聚會者毋需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個別聚會要求

除外)。然而，為了確保我們繼續提供安全的環境，我們極力建議弟兄姊妹戴

上口罩出席聚會。 

2. 上週奉獻記錄：若需要查閱上週奉獻記錄，請點擊 連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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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黃兆強牧師    梁家麟博士 

主席 吳子明 容冠南 

司事 陳健鵬夫婦 陳健鵬夫婦 

領詩/司琴 陳許倩儀/傅莫志芬 潘李玉燕/黃凌淑雯 

影音 梁丁如芳, 黃劉美霞       李殿俊, 陳傑聰 

 

http://www.bacfamily.org/
mailto:roombooking@bacfamily.org
https://www.bacfamily.org/office/last-week-offering-record
https://www.bacfamily.org/office/offering-arrangement--115


         

                                                          牧者心聲                                    朱俊松牧師 

操之過急 

最後，我發現基督徒傳道時，常犯一個「操之過急」的毛病：福音對象

稍有些正面回應，就迫不及待的認爲他「信主啦」、「決志啦」。這樣的舉

動，往往造成不良後果。 

一、 對方受寵若驚。這就是「信主啦」？「決志啦」？我還沒搞清楚

呢！ 

二、 日後你想引導他參加洗禮或門訓，他就馬上跑了；因他根本沒有

「信」。就算他不跑掉，或勉強洗禮，日後也會可能成爲不冷不熱

的老油條。 

與其令福音對象誤解何謂信，我們倒不如認真地分辨一下，「信」會有

什麼特徵。我們可以用三個階段作爲參考，作出比較準確的衡量；免得大家

表錯情。 

一、 認同。經過基督徒的講解、見證，福音對象對福音信息有所瞭解，表示

認同。他們對耶穌的神性、復活、代贖、教訓，以及人的罪、末後審判

等都不存異議。基本上，他們認爲基督教的教義非常好，值得依附。世

人若都遵行，會天下太平。但理念上的認同，不等同相信。 

二、 相合。人從認同福音的道理到願意與福音站同一立場，是個好轉變。他

對福音已經產生好感。這表示他非但認同福音，而且刻意要維護福音。

當然，這好感可以是輕者幾聲稱讚，到重者爲福音道理爭辯。不過，這

依然不是相信，只是對福音有某個程度的好感罷了。很多時候，我們錯

把這個立場看爲相信。 

三、 犧牲。人從與福音相合到爭取，是個奇妙的轉變；因爲他不甘心讓福音

作爲一個身外存在的好道理，他要爭取、作出犧牲、據爲己有。在這個

階段，他會向我們提出許多難纏的問題；目的是他要確保所領受的是真

理、是真相。這認真的態度有時也會被我們誤解爲是不懷好意的擡槓。

耶穌曾用兩個比喻說明這個現象： 
44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

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45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

46
遇見一顆重

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馬太福音 

13:44-46） 

幸福小組傳福音的結果，也有這樣的現象：表示信耶穌的人多，實際要

洗禮的人少。大有可能是我們表錯情，不能怪聽的人無常。 

 

 

 

 

 

 

                                           家事分享                                2022.06.26 

1. 歡迎首次來參加聚會的新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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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疫情較為穩定，教會決定於七月一日開始，取消網上現場直播崇

拜，重復過去群體敬拜的質素及喜悅。但每週亦會錄影各崇拜過程， 

讓患病及有其它需要的肢體之後可以在教會網頁收看。 

3. 本宣家四十週年堂慶：本宣家四十週年堂慶聯合感恩崇拜於八月七日

下午三時，在本立比聖道堂舉行。當天早上將不會舉行各語系的崇

拜。聯合崇拜後，弟兄姊妹可以直接駕車到唐人街富大酒家，一同享

用感恩晚宴。餐券經教會補助後，成人 (十二歲及以上) 三十五元， 

小童 (五至十一歲) 為十五元。四歲及以下與父母同坐則免費。若有問

題可致電教會辦公室查詢。本宣家亦為弟兄姊妹預備了一份四十週年

紀念品，弟兄姊妹由今日開始可以在正門入口處領取。 

4. 李國良傳道就職禮在今日國語崇拜中舉行，同時亦會於其它語系崇拜

中，介紹李傳道及師母，並為他們禱告。 

5. 本宣家 2022 年夏令會日營：教會夏令營時間表及地圖已經附上，請

已經報名弟兄姊妹留意及在大堂門口索取，同時今年夏令會有達到六

千多元赤字，我們會在下主日為夏令會收取奉獻，請弟兄姊妹在奉獻

封上寫上夏令會，以作識別。 

6. 本宣家青少年營：今年我們又可再次舉辦青少年營﹗主題：

「Journey」，晨鳥報名日期 6/3-7/1，詳情或查詢可與 Mason Cheng  

聯絡 mason.cheng@bacfamily.org 。 

7. 常青團：7月 9日（週六）上午 10:30在 MPR舉行聚會，何漢強弟兄

(Clarence) 講述聖地遊，查詢請電 Karen Yung。 

8. 《幸福小組三堂同工訓練》：歡迎參加 9月份第四屆幸福小組的弟兄

姊妹，包括邀請者或成為同工，可以報名參加。 

日期: 7/9, 7/16, 7/23 (六)  下午 4:00 -5:30  

報名: https://forms.gle/V1LytdxRGywCiCgz7  或聯絡 Grace Wong 執事。 

9. 奉獻安排：請在 7/1開始將烏克蘭的援助金直接通過宣道總會的網站

捐助，網址 https://thealliancecanada.ca/gift/global-emergency-response/  
  

肢體消息： 1. 本會會友李譚瑞明姊妹 (Amy Lee) 的母親譚韓志慧女士於

6/16晚上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 6/28 早上 10 時於 Hamilton Harron 

Funeral Home (5390 Fraser St, Vancouver) 舉行。弟兄姊妹亦可同時於網

上觀禮 : https://funeraweb.tv/en/diffusions/55805 (Chi Wah Han)，求主安

慰家人。 

 

人 

  

10. 本宣家兒童日營 (Gr. 1-6)：8 月在教會舉行，詳情請參閱教會兒童事工

網頁。兒童事工：嬰兒照顧設於 9:30時段，因人手仍然不足，11:15時

段的嬰孩照顧未能重啟。幼兒崇拜、幼兒主日學、兒童崇拜及兒童主日

學均全面以實體聚會。鼓勵家長帶同子女重返教會，一同參與敬拜。 

 

mailto:mason.cheng@bacfamily.org
https://forms.gle/V1LytdxRGywCiCgz7
https://thealliancecanada.ca/gift/global-emergency-response/
https://funeraweb.tv/en/diffusions/55805


主題:  「平安的真諦」 

講員:     黃兆強牧師     2022.06.26 

 

一.平安的_ (約 14:27, 約 16:33, 腓 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平安是_  _(羅 5:10, 林後 5:20-21, 羅 14:19, 希 12: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平安_(民 6: 24-26, 腓 4:9, 加 5: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討論問題:  

Q1. 現今世局紛亂和動盪; 有否影響到你的心情和生活方式呢?  試舉

例説明! 如果你覺得沒受到影響，試分享有甚麼秘訣可以不受影響？ 

 

 

 

Q2. 試分享你曾在何處, 何時, 何境遇感受到有平安? 希望小組內盡情

分享) 

 

 

 

Q3.基督徒怎樣能夠結出的聖靈的果子——平安的氣質？你體驗過這

種平安果子有甚麼表徵呢？ 

 

 

 

Q4. 失去平安果子時, 你會有何感覺? 或有何反應? 回想有哪些因素會

導致我們有可能失落了平安呢?  

 

 

 

Q5. 平安二字值千金， 你如何保管/ 保守這聖靈而來平安呢?  

 

 

 

Q6. 內心有平安是否可以成為一項指標, 使你明白和確認這是上帝的

心意? 試分享你的聖經領受或經驗分享! 

 

 

 

 

 

 

 

 

 

 



主題:  喜樂 

經文:  詩篇 127; 加拉太書 5:22-26 

講員:     温雋元牧師     2022.06.19 

 

一.「親愛的」: 難以言喻的喜樂   

對父親，或是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究竟喜樂是甚麼呢? 在經文裡，我

們看到兩個重複的字「枉然」。詩人提醒我們說，如果我們的工作，

守護，和建造不是神所建立的，那麼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枉然的。我

們生命中其中一種喜樂就是從我們的工作而得到的成就感，因為我們

感到做的事有意義和建設而讓我們心有喜樂和滿足感。但是詩人在經

文提醒我們回到神的世界裡面 – 就是我們真正的喜樂是由明白我們

是神所愛的人，而我們能夠從工作有喜樂是因為神是掌管一切的主，

帶領和與我們合作的主! 

 

二.「有福的」: 抱著兒女的喜樂 
當我們再往下看的時候，我們看到另外一種的福氣，就是能夠有兒女

的賞賜。雖然經文裡面沒有直接提出「喜樂」這兩個字，但在當中我

們能夠看到有兒女的喜樂充滿了經文中描述的父親。這種福氣對我們

今天的人來說反而常常變成了負擔，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孩子是從神而

來的福氣和產業。我們覺得孩子是我們自己需要承擔和負責的而就擔

心我們有的是否足夠去養好孩子，忘記了神是供給和掌管的那一位。

我們今天有放開憂心，看到抱著兒女的喜樂嗎? 

 

三.充滿喜樂的新父子(女)生活? 

其實，這幅抱著兒女的圖畫就是我們今天最要記得的，因為這就是我

們 “耶和華所親愛的”人的身分! 我們的喜樂是與神給我們無條件的

愛中得到的，而我們也不要忘記當我們信服耶穌基督歸入神的家的時

候，我們也是讓我們的阿爸父神滿心喜樂。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父子

關係和生活。願我們今天願意放開我們的罪和擔憂，投進我們父親的

懷抱中，讓我們和父神都充滿喜樂! 

 

 

 

思想問題: 在經文中，我們今天看了「兩種喜樂」- 那種明白我

們是被神愛而不需要擔憂生命的喜樂，和神因為擁有我們為兒

女而感到的喜樂。你對那一種喜樂特別感到迴響? 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 在聖經中，你能夠想到一個故事，一段經文，能夠看

到神對他的兒女的喜悅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 當我們籍著耶穌基督的救贖與神和好，這兩種喜樂就已經

能夠在我們與神的關係中存在。當你明白到神的愛護能讓你喜樂，和

居然創造萬物的神喜悅於你 (rejoices over you) 的時候，對你的思想有

甚麼影響? 你明天的生命需要有甚麼的改變來面對這個新的現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