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耀三一神 
 

  宣召•牧祷 
 

  赞美敬拜 
     伟大的主 

   祢是配 

   炼净我 

 

     李国良传道就职礼 
 

圣言敬拜 

    「我仰望神」 
     诗篇 43:1-5 

     当转眼仰望耶稣       

 

   心繫宣教      

   默祷 

   三一颂 

   祝福 
************************************************************************************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本立比宣道会 

我们的异象：本立比宣道会将会以言语和行为来见证 神； 

           借着我们的见证，我们的邻舍将会经历祂。 

本周团契周会： 

以法莲团契    周五晚上八时至九时半 

 成人团契 周六晚上七时十五分至八时四十五分 

永生团契 逄二、四周：周六早上十时  

CONNECT 

 ICON 
周五晚上八时 Summer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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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04) 524-3336   Fax: (604) 524-0329 
E-Mail:office @bacfamily.org       网址: www.bacfamily.org 

Room Booking Request: roombooking@bacfamily.org 

主任牧师 ：  潘熙远牧师 

国语事工 :     朱俊松牧师 (国语部领牧, 部份时间) 

                       李國良傳道 (助理傳道, 半時間)         李麗傳道 (助理傳道, 半時間-家庭事工) 

英语事工：   张耀基牧师 (英语部领牧)                    Rev. David Eng   (英语部副牧师) 

粤语事工：   梁颂基牧师 (粤语部领牧) 青年事工：林余慧琳传道 

 黄兆强牧师 (中年及年长事工)            儿童事工：邝虞慕梅同工 

温雋元牧師 (大专及职青事工)                                鄧曾潔芙同工 

                黄伟雯牧师 (基教事工,半时间)                              (招募及訓練, 部份時間) 

                       吴张颖雯同工 (关顾事工, 半时间) 

宣教：           贺梁佩珠牧師 (部份时间, 义务)          教会行政主任 ： 欧李小燕同工(部份时间, 义务) 

 

 

  主日崇拜 
     2022 年 6 月 26 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讲员 朱俊松牧师 朱俊松牧师 

主席 赵铁汉 郭健龙 

领诗/司琴 陈曾洁晶, 黄师母 扈晓/郝莉娜 

婴儿照顾 

9:30 时段 

彭竞, 刘德胜,  

Maria Ho, Praise Ma 

Kim Amin, Melody Ma, 

Natsuki Tan, 劉清然 

音响 彭铁, 蔡文杰 彭铁, 蔡文杰 

 

上周奉献记录：若需要查阅上周奉献记录，请点击联线。 

教会奉献安排：面对新冠肺炎危机，本宣家对弟兄姊妹的奉献方式作出一些建

议，详细说明可点击教会网页 奉献安排。 

 
 

主日崇拜 (實體)  

粵語早堂         53 

粵語午堂及            

Re:Fresh         284 

英语               205 

国语                 43 

幼儿及儿童     39 

 

主日学 

网上视像 
 

幸福小组 
事工       
 

 
  n/a  
      
  21 
 

 

 

祷告会 

(网上聚会) 

粤语 

国语 

英语 

 
 

 

  

   35 

   21 

     4 

 

上周奉献 

(6/17-6/24) 

常       费 

感       恩 

差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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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金额加币 $       30,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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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心声                          朱俊松牧师                                                               

操之过急 

最后，我发现基督徒传道时，常犯一个「操之过急」的毛病：福音

对象稍有些正面响应，就迫不及待的认为他「信主啦」、「决志啦」。

这样的举动，往往造成不良后果。 

一、 对方受宠若惊。这就是「信主啦」？「决志啦」？我还没搞清

楚呢！ 

二、 日后你想引导他参加洗礼或门训，他就马上跑了；因他根本没

有「信」。就算他不跑掉，或勉强洗礼，日后也会可能成为不

冷不热的老油条。 

与其令福音对象误解何谓信，我们倒不如认真地分辨一下，「信」

会有什么特征。我们可以用三个阶段作为参考，作出比较准确的衡量；

免得大家表错情。 

一、 认同。经过基督徒的讲解、见证，福音对象对福音信息有所了

解，表示认同。他们对耶稣的神性、复活、代赎、教训，以及人的

罪、末后审判等都不存异议。基本上，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非常

好，值得依附。世人若都遵行，会天下太平。但理念上的认同，不

等同相信。 

二、 相合。人从认同福音的道理到愿意与福音站同一立场，是个好转

变。他对福音已经产生好感。这表示他非但认同福音，而且刻意要

维护福音。当然，这好感可以是轻者几声称赞，到重者为福音道理

争辩。不过，这依然不是相信，只是对福音有某个程度的好感罢

了。很多时候，我们错把这个立场看为相信。 

三、 牺牲。人从与福音相合到争取，是个奇妙的转变；因为他不甘心

让福音作为一个身外存在的好道理，他要争取、作出牺牲、据为己

有。在这个阶段，他会向我们提出许多难缠的问题；目的是他要确

保所领受的是真理、是真相。这认真的态度有时也会被我们误解为

是不怀好意的抬杠。耶稣曾用两个比喻说明这个现象： 
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45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46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马太福音 13:44-46） 

幸福小组传福音的结果，也有这样的现象：表示信耶稣的人多，

实际要洗礼的人少。大有可能是我们表错情，不能怪听的人无常。 

 

 

                                                家事分享                            2022.06.22 

1. 实体崇拜及聚会指引：出席教会聚会者毋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个别聚会要求除外)。然而，为了确保我们继续提供安全的环境，我

们极力建议弟兄姊妹戴上口罩出席聚会。  

2. 欢迎弟兄姊妹在崇拜后往 Fireside Room 继续与其他肢体交通。 

3. 因着疫情较为稳定，决定由七月一日开始，取消 Zoom 上的崇拜直

播，改為现场直播，重复过去群体敬拜的质素及喜悦。弟兄姊妹可以

在教会网页收看。 

4. 本宣家四十周年堂庆：本宣家四十周年堂庆联合感恩崇拜于八月七日下

午三时，在本立比圣道堂举行。当天早上将不会举行各语系的崇拜。联

合崇拜后，弟兄姊妹可以直接驾车到唐人街富大酒家，一同享用感恩晚

宴。餐券经教会补助后，成人(十二岁及以上) 三十五元，小童(五至十一

岁) 为十五元。四岁及以下与父母同坐则免费。若有问题可致电教会办公

室查询。本宣家亦为弟兄姊妹预备了一份立会四十周年纪品，弟兄姊妹

由今日开始可以在正门入口处领取。 

5. 李国良传道就职礼在今日国语崇拜中举行，同时亦会其它语系崇拜中，

介绍李传道及师母，并为他们祷告。 

6. 本宣家青少年营：今年我们又可再次举办青少年营﹗主题：

「Journey」，晨鸟报名日期 6/3-7/1，详情或查询可与 Mason Cheng 联

络 mason.cheng@bacfamily.org 。 

7. 奉献安排：请在 7/1 开始将乌克兰的援助金直接通过宣道总会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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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8. 本宣家儿童日营 (Gr. 1-6)：8 月在教会举行，详情请参阅教会儿童事

工网页。儿童事工：婴儿照顾设于 9:30 时段，因人手仍然不足，

11:15 时段的婴孩照顾未能重启。幼儿崇拜、幼儿主日学、儿童崇拜

及儿童主日学均全面以实体聚会。 

肢体消息： 

1. 粤语部会友李谭瑞明姊妹 (Amy Lee) 的母亲谭韩志慧女士于 6/16 晚上

安息主怀。安息礼拜将于 6/28 早上 10时于 Hamilton Harron Funeral 

Home (5390 Fraser St, Vancouver) 举行。弟兄姊妹亦可同时于网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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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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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