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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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歡呼耶穌/何等尊貴  

  每一天我需要祢  

 

領受聖言  

基督為中心的價值觀： 
「照亮心中的眼睛(1)–恩召有何等指望」 

以弗所書 1:3-10,18 
 

聖餐記念  
捨己的愛  

 

委身信仰  
 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主日崇拜題目及經文：「照亮心中的眼睛 (2 ) :  

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以弗所書  1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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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國語         17 

英語          6  

 

  

上週奉獻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信 心 認 獻  

 

$    21,655.00 

$      1,345.00 

$      2,395.00 

$         895.00 

$      2,125.00 

 

  合共         57    總金額加幣 $   28,415.00 
   
 

     聖餐主日崇拜  
 2020 年 6 月 7 日  

 

午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潘熙遠牧師 梁頌基牧師 

主席 温雋元傳道 黃兆強牧師 

司琴 何陳沛琳 郭翁曉寧 

音響 李宇光, 何啓游, 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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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7 

1. 本主日為聖餐主日，鼓勵弟兄姊妹於早上 11:15往本宣家網址

www.bacfamily.org參與網上崇拜，並在家中預備葡萄汁和餅或麵包，

一同在網上進行聖餐記念。 

2. 教會將從 6 月 22日開始，重新開放讓少於 40人的會議/聚會在教會內

舉行，詳情請參閱附頁資料或到教會網址 www.bacfamily.org 查看。 

3. 本宣家兒童暑期日營：兒童事工現正籌劃網上暑期日營，若有興趣之家

長，請按以下連結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

7/bac-online-vbs-2020 於 6/30前填寫問卷，以協助事工的籌備。 

4. (網上) 啓發課程：6/11 - 8/27 (逢週四晚上 8:00-9:45)， 歡迎弟兄姊妹從

本宣家網站內 https://www.bacfamily.org/3/8或致電教會辦公室報名 (由

於是網上啟發，希望弟兄姊妹陪同慕道朋友一同出席）。 

5. 本宣家網上主日學 (6-8 月新課程)：6/5 - 8/21 (逢週五晚上 7:30-9:30) 主

題：「基督徒品格塑造」，由黃偉雯牧師主講。 

6. 「雲端讚美操 (Zoom 平台)」: 逢週三及週五早上 10:00 - 11:15在網上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及介紹慕道朋友參加，電話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教會辦事處 604-524-3336 或到教會網址 https://www.bacfamily.org/3/82 

7. 附堂重建通訊：直至 6月 4日止，收到的信心認獻表為 159份，金額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596,797。 

8. 靈修書籍：新一季 (6-8月)「靈命日糧」已放在大堂外可供取閱。已訂

購「讀經釋義」的弟兄姊妹可向辦公室拿取新一季 (7-9 月) 的靈修資料 

9. 同工消息：張耀基牧師 6/9-12 休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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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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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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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心聲                   張耀基牧師 

如果你最近一直有留意新聞，就會知道有關 Ahmaud Arbery，

Breonna Taylor 和最近的 George Floyd 被殺的消息。你亦會關注到因著

這些動機與種族歧視有關的行為而在世界一些城市引發的暴亂。這些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但由於社會性的種族主義所隱存的殘暴，

他們被暴力殺害。因著我們，就是社會裏的一份子，沒有捍衛神國度

應有的公義，沒有為有色人種，特別是棕色﹑黑色皮膚以至於那些原

住民而爭戰，他們就成為受害者。我為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傷心難過。 

    我也是一個有色人種，但是我的生活經歷與他們截然不同。作為

華裔男性，我能夠享有生活上的權利，而非他們所能享有的。我不必

擔心僅僅因為去一家小商店或者坐在家中或是出去跑步而被殺。但是

我得承認，這些是許多有色人種在每天的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恐懼，

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事情的發生並

沒有任何後果。然而，由於我生活上沒有受到影響，又享有權利，往

往我就沒有站出來充份地對抗這種族主義的邪惡。 

    問題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更何況是一個有色人種的基督徒；我

相信我們每次面對這種不公義都視而不見時，我們就會令福音失腳。

正如我們一樣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但我們卻沒有為神賦予人的價

值作出捍衛。我為自己的失當而痛心，我知道我需要為此悔改。 

 

    我的祈禱是，作為一個教會，我們要求主耶穌向我們展示如何愛

更多，有更深的憐憫，如何聆聽受壓迫的人的故事和聲音，以致學習

為那些比我們卑微的人更能心存恩慈，為他們向神呼求公義與平安，

等待祂真實和完全的公義永遠掌權的那一天。因為神在以賽亞書 1:17

清楚地告訴我們祂對我們的要求是 -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

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願祂的國降臨，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http://bacfamily.org/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7/bac-online-vb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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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基督為中心的價值觀：              2020.06.07    

「照亮心中的眼睛 (1) – 恩召有何等指望」      

經文:  以弗所書 1:3-10, 18 

講員:     潘熙遠牧師      

 

1. 天上的福氣 : 聖潔、得兒子的名份 (vs.3-10) 

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及討論題目: 

A. 你過去經歷過地上物質的福氣, 與及天上屬靈的福氣嗎﹖請分享經

歷到兩者的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認為你怎樣能夠過一個「聖潔」( 不會被世俗同化, 能夠為主而

活) 的生活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榮耀的指望 : 得豐盛的基業 (v.18) 

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及討論題目:    

A.    請分享一次你認為是因著聖靈開啟你的心眼, 而做了一 個合神心  

意的正確決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認為將來能享受天上豐盛的基業重要, 抑或是能夠成為豐盛的    

基業重要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基督為中心、恩召的指望 : “...你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 

(馬可福音 6:50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