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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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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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部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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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雋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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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事工：朱俊松牧師 (副牧師, 部份時間) 

 教會行政主任：歐李小燕同工 (部份時間, 義務)     

 宣教事工： 賀梁佩珠傳道 (部份時間, 義務)                    

敬拜讚美  
宣召 • 祈禱 
 詩歌敬拜 
  新三一頌  

  主禱文  

   奇異恩典  

 

領受聖言  

「疫」轉人生（VI）:「疫境中仍以父的事為念」 
 路加福音 2:40-52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委身信仰  
 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主日崇拜題目及經文：  福音主日  -  「隠形病毒的啟迪」  

 約翰福音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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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為網上聚會 

 

主日學 

取消 

祈禱會 

(網上聚會) 

粵語         32 

國語         19 

英語          6  

 

  

 上週奉獻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信 心 認 獻 

 

$    28,225.00 

$         900.00 

$      4,235.00 

$         350.00 

$    12,200.00 

  合共         57     總金額加幣 $   45,910.00 
   
 

母親節主日崇拜  
2020 年 5 月 10 日  

 

午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黃偉雯牧師 梁頌基牧師 

主席 梁頌基牧師 潘熙遠牧師 

司琴 何天慧 傅莫志芬 

音響 李宇光 李宇光 

 

網上電子轉帳程序如下:  

1. 到你的網上銀行戶口內，選擇電子轉帳 Interac e-Transfer  

2. 若你未曾開設電子轉帳戶口，請按網上指示，開設及確認轉帳戶口 

3. 輸入你的電郵地址或一個加拿大的手提電話號碼 

4. 加入一個新的轉帳接受者 (payee) –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及輸入教會辦

事處的電郵地址 office@bacfamily.org ，在以上過程中，個別銀行會要求你

確認身份 

5. 完成電子轉帳登記後，即可選取轉帳接受者，並填上捐獻的金額 

在信息的空格內清楚註明你的姓名, 教會奉獻號碼及金額撥往的地方:  

常費 General Fund – GF,  感恩 Thanksgiving – TK, 

建堂 Building Fund – BF,  差傳 Mission  Fund – MF,   

信心認獻 Faith Pledge – FP, 慈惠基金 Benevolent Fund - BV  

例子 : Peter Chan  123        GF 100  MF 100 

6. 當轉帳交易完成後，銀行會向教會辦事處發出電郵確認交易 

7. 任何電子轉帳交易在週四中午前輸入，會撥為上週的奉獻記錄 

 

mailto:roombooking@bacfamil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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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2020.05.10 

1. 今天是母親節，祝願所有的母親常常活在主的恩典裡，心中滿有平

安和喜樂。 

2. 下主日 5/17 是福音主日，主題：「隱形病毒的啟迪」，鼓勵弟兄姊

妹與親友分享崇拜信息。 

3. 本宣家慈惠基金通告：弟兄姊妹請注意，教會設有慈惠基金以幫助

經常出席教會聚會的弟兄姊妹作一次性的基本援助。若您們在

COVID-19 疫情中有緊急的經濟需要，請與各語系的領牧聯絡，瞭

解詳請並作申請。如您們有需要急切援助的親友或鄰居，亦可與領

牧商討；此特別援助，暫定至本年六月底為止。 

4. 疫境支援﹕在疫情流行下，任何弟兄姊妹若不能外出購買食物或日

用品的話，請聯絡教會辦事處或教牧同工安排義工幫助。 

5. 附堂重建通訊：直至 5月 7 日止，收到的信心認獻表為 159 份，金

額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589,322。 

6. 同工消息：黃牧師 5/7-12 休假。 

7. 兒童事工：在教會網址的兒童事工標題下，現已上載各類不同的網

上資訊，鼓勵家長與子女一同參與，詳情可往教會網址查閱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7/online-resources  。 

8. 面對新冠肺炎危機，本宣家對弟兄姊妹的奉獻方式作出以下建議: 

• 弟兄姊妹可將奉獻直接放入教會的奉獻箱內； 

• 倘若教會內沒有人，可將奉獻投入教會大門側的郵箱內，切勿放

入現金，並在信封上列明只作教會奉獻用途。 

• 或可將支票郵寄至教會地址 8611 Armstrong Ave., Burnaby, B.C.  

V3N 2H4    

• 教會亦接受電子轉帳方式。 

 

 

 

 

 

 

 

 

 

 

 
 

  

                            牧者心聲                   梁頌基牧師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到了天亮，叫祂的門

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路加福音 6：12-13 

     

平常繁忙的生活節奏有時會帶給我們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很有效率；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從來都不作一個評估，情況可能並非如此。通常情況

下，生活就是被一浪接一浪的事情和需要催逼着﹑推動着我們前進。直到

神賜的機會已經過去或者我們不再感到有興趣。或更糟糕的是，我們對自

己的成就也許感到很滿意，但卻完全錯過了神在我們生命裏所給我們的使

命。 

  我邀請你給自己這個機會作更深入的觀察和反思，以幫助你將生活融

入 F.O.C.U.S.，嘗試花時間問問自己以下的問題： 
 

1. First Thing First (權衡輕重)  

➢ 你的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 我是否清楚地知道神給予我的異象﹑方向和使命？ 

➢ 神賜給你的恩賜﹑才幹和熱忱是什麼？ 
 

2. Observation (觀察反思) 

➢ 為自己一週內運用時間，作一個誠實的評估（在隔離之前） 

➢ 在隔離期間，你有否刪除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3. Clarification (脫除假像) 

➢ 當比較你的工作清單和你實際使用時間的方式，有否讓你更清晰

知道自己生活的優先次序？ 

➢ 我的認知價值是什麼（就是告訴自己和他人知道的一個「理

念」），我的真實價值是什麼（我實際上追求的是什麼）？ 
 

4. Usefulness (有效程度) 

➢ 我的形式/方法對實現我的目標仍然有用和有效嗎？ 

➢ 還是當每一個人都與時並進時，自己卻仍故步自封？ 
 

5. Sustainability (持續更新) 

➢ 我的生活模式仍該持續下去嗎？我的目標是否實際可以達到？ 

➢ 我有否認真對待安息日的訓令？有沒有緊緊維繫與主相交的時

間？ 

➢ 我是否以為與家人和人際之間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  

2020 年 4 月份財政簡報 常費奉獻 差傳奉獻 
建堂奉獻 

信心認獻 
信心認獻 

按 2020年預算，每月需費 $119,400 $  18,500  四月份總收: 

$ 7,255 

累積總數 : 

$ 1,577,122 

4 月 1 日至 30 日 奉獻合共 $ 89,428 $  10,000 $  13,225 

支出合共   $ 89,489 $    1,129 $    2,113 

盈餘 / (不敷) ($  61) $    8,871 $  11,112 

2020 年累積盈餘/ (不敷) ($18,942) $    2,551 $  90,477  

4 月 30 日建堂基金結餘:  $ 2,665,333                              建堂累積支出: $ 104,626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7/online-resources


主題: 「疫轉人生」:“疫情與時機”                   2020.05.03  

經文: 歌羅西書 4:2-6 

講員: 潘熙遠牧師 

 

I. 疫情中的預備 (vs.2-4)  

 

基督徒得力最重要的,就是恆切禱告。『恆切』的意思,是堅持

和緊緊貼著,專注與及不馬虎,這是連續不斷的操練。禱告表示信徒對

神不斷倚賴，和對神旨意不斷等候的態度。在禱告中,神往往先在我

們身上工作，然後再在環境上工作。在疫情中恆切誠心的祈禱,能使

我們領會到神的心意及作為,了解到在疫情中,怎樣運用教會的資源,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無論疫情會延續多久,我們都可以趁機會學習屬

靈功課及為主作見證。恆切禱告第二方面的態度是要警醒。就好像站

崗的兵士持槍警覺的態度，不讓別的事物分散我們的心。因為禱告是

信徒的屬靈戰爭，去對付仇敵撒但。當耶穌在客西馬利園禱告時,看

見們徒睡著，便對他們說：『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

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耶穌知道這三個門徒累了，但希望他們

有儆醒的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中。今日疫情可能令我們都累了,所以

更要儆醒禱告,從上得力。最後,要以感恩的態度去禱告。『感恩』令

我們了解到不是我們憑自己能作甚麼事，乃是要倚靠神，讓我們更多

的親近神。很多神已經答應的事，只有在感恩的禱告裡面才能察覺。

基督徒該如何面對疫情中這場屬靈爭戰呢﹖最重要的兵器,就是緊緊

抓住神,每日儆醒感恩,禱告親近神。保羅常常禱告祈求,都不是為自

己的好處，而都是為神的工作,求神賜給他力量和機會，去擔當神差

遣他作傳道的工作。同樣,今日我們亦要像保羅一樣,需要求神為我們

開傳道的門,在人心不穩定的環境下,正是基督徒作見證的好機會。 

 

討論#1:你在過去疫情的日子中,有那些事情是感恩的禱告呢﹖可否與

大家分享﹖ 

 

 

 

II. 疫情中的機會 (vs.5-6)  

 

“危機”提醒我們危難中是藏著機會的。保羅提醒我們「要把

握時機」(和合本譯為要愛惜光陰)。當中的意思,就是神將時間賜給

我們，乃是要將機會給予我們，叫我們好好去利用祂賜給我們的機

會，去建造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今天仇敵撒但正利用許多

事物來影響我們，想去浪費我們的時間，希望我們的每一分鐘都被

濫用，破壞神賜給我們時間的目的。基督徒應當抓住神所給予我們

的每一個機會，運用在最有價值的事情上。有一篇文章的標題

說:“人並不缺少機會，而是缺乏把握機會的能力！”我們因為常常

活在負面的心態之中,而失去很多機會。就如傳福音一樣,無論神給

予我們幾好的機會,在我們還未去嘗試之先,心裡就已經說,對方沒有

興趣的,他不會聽的,他不會信的.. .。相反,我們應當把握機會，不

要錯失機會，也不要害怕機會；無論失敗與成功，個中經歷在神眼

中,就是一種成功。但我們要明自,縱然抓住了機會，也要經過一段

時間的努力,最後可能成功，有時亦可能未見效果,但這不代表失敗。

而更加重要的準備,是先要建立我們愛人靈魂的心,與及願意實踐主

使命的心志。這比一切技巧都更為重要。因為傳福音的能力都是從

神而來。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先建立心志,然後好好把握「機

會」。每一個機會，我們都要緊緊抓住，珍惜它、做好它，不要讓

它溜走。同時,我們不要只是在等待,自己亦要去創造機會﹗主使到

萬事相互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願我們抓住疫情中的這個時機，

讓福音傳到我們的朋友、我們的鄰居之中。 

 

討論#2: 在現今疫情中,你覺得你最需要的預備,是心志還是技巧呢﹖

你將會如何預備自己呢﹖ 

 

討論#3: 過去這段日子,請分享神給予你關懷未信朋友或傳福音的機

會。你計劃怎樣去製造機呢會﹖ 

 

 

 



 

本立比宣道會                                                            2020.05.10 

講題：「疫」轉人生：逆境中仍以父的事為念                                           

講員：  黃偉雯牧師 

經文：  路加福音 2:40 – 52                                                                                                                  

 

 

1. 逆境中的焦慮與徬徨： 

 調查發現，疫情期間，家暴、精神問題、情緒低落、焦慮，

更趨嚴重。 

 

討論一：各位母親，你在現今這段疫情的日子，心情如何？有為家

人擔心嗎？有為兒女煩惱嗎？請思想現在最令你擔心的是

甚麼？ 

 

 

2. 耶穌的母親同樣會遇上焦慮與徬徨的事： 

 耶穌作為一個少年人的事蹟就只有這裡記載。 

 耶穌說的第一句話：「為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

的事為念嗎？」 

 是耶穌的錯，還是祂的母親錯？ 

 

討論二：如果類似的事發生在你作為母親身上，你有何反應呢？ 

 

 

3. 猶太人上耶路撒冷敬拜的背景與耶穌留在聖殿的緣由： 

 「誡命之子」son of the law，履行律法要求。 

 馬利亞忘記 12 年前天使加伯列對她的宣告和召命。 

 耶穌留在聖殿學習在拿撒勒未能學到的律法。 

 耶穌 12 歲時，明確知道自己身份：「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

的事為念麼？」 

 馬利亞不明白耶穌所作的事引致不安。 

 

討論三：你認為馬利亞對耶穌說：「我兒，為甚麼向我們這樣行

呢？」是何用意？你覺得合理嗎？ 

 

4. 逆境（疫情）中仍以父的事為念： 

 12年前在你身上發生過甚麼事呢？ 

 決志一刻，「你願意讓主耶穌成為你生命的主宰嗎？」 

 決志後，你明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嗎？ 

 疫情中對神的能力存疑大有人在，情況就像其中一個與耶穌

一同處死的犯人。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

永遠。」（詩 29:10） 

 

討論四：你會如何運用對神的信心，化解疫情中的焦慮與徬

徨，重建身、心、靈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