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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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真偉大  

  天國在人間/天國近了  

 

 領受聖言  

基督為中心的價值觀：「困不住的生活」 
  以弗所書 5:1-20 

  

  聖餐記念  
   十字架  

 

  委身信仰  
   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主日崇拜題目及經文：基督為中心的價值觀  :「困不住的家庭」   

  以弗所書   5: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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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國語         15 

英語          3 

 

  

上週奉獻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慈 惠 基 金 

信 心 認 獻  

 

$    18,120.00 

$      1,480.00 

$      2,640.00 

$      2,005.00 

$         100.00 

$      7,685.00 

  合共         58  總金額加幣 $    32,030.00 
   
 

     聖餐主日崇拜  
    2020 年 8 月 2 日  

 

午堂 本主日 下主日 

講員 潘熙遠牧師 梁頌基牧師 

主席 黃兆強牧師 黃偉雯牧師 

司琴 傅莫志芬 郭翁曉寧 

音響 李宇光, 何啓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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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ice@bacfamily.org


                                                   家事分享                                 2020.08.02 

1. 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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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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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到教會網址 https://www.bacfamily.org/news/39 查看。  

3. 附堂重建消息： 附堂重建的最新滙報及祈禱會將於 8 月 4 日(本週二) 

晚上 7:30 (以 Zoom Meeting 網上視像會議舉行)，請弟兄姊妹在會議開

始前 15 分鐘登入會議的連線，在等候室等候；若有發問問題，請預先

準備，在會中有答問時間；視像會議的連線已於日前在會眾的電郵發

出，如有查詢，請致電教會辦公室，並請弟兄姊妹繼續以禱告支持附

堂重建。 

4. 奉獻報告：弟兄姊妹若需要查閱上週奉獻報告，請點擊以下連線。 

5. 同工消息：梁牧師 8/4-7 休假，温傳道 8/4-8 休假，教會袐書關劉翠雯

姊妹 8/4-7 休假。 

6. 教會辦事處：明天 (8/3) 卑斯日休假一天。 

7. 附堂重建通訊：直至 7月 31日止，收到的信心認獻表為 159份，金額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736,532。 

8. 本宣家慈惠基金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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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或您的親友或鄰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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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別援助，暫定延期至本年八月底為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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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消息： 

1. 本堂會友駱懋誠弟兄 (Laurence Lok, Polly姊妹的丈夫) 於 7/29日在睡夢

中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 8/17 日(週一) 上午 11 時，在 Ocean View 

Funeral Home 舉行，求主安慰 Polly 姊妹及其家人摯親好友。*由於疫情

下限制公眾聚會，殯儀舘只可容納 42 人出席安息禮拜。因此只能安排

親屬及邀請部份弟兄姊妹參加！請在禱告中記念 ! 

 

 

 

人 
        

  

                           牧者心聲                 梁頌基牧師 

人生中我們都總是不免會有經歷失望的時候。我們失望是因為

某些事物本來的功能（或某人本來扮演的角色）明顯地失去功效，

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也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只是白佔地土，利

多於弊，所以是時候要整頓一番！ 

  今天，如果你面對類似的事情–你會怎麼做？現代的心態是

「棄掉吧」！如果是物件，人們就會說「舊了，或者損壞了，將其

扔掉再買新的吧」！如果是一個人（無論是僱員或是配偶），人們

會認為「不適合，要擺脫他/她，要另找一個更好的罷了」。如果

是一個缺乏趣味的電視節目（或者不幸是教會的事工），人們就會

說「讓我們切換頻道，找一個更有趣味的吧」！ 

  你是否想知道天上的父神會做什麼？當祂看著這個世界時，會

有令祂失望的時候嗎？直接了當的答案可能是「放棄這個世界，另

外創造一個新天新地」。這是部份地正確；但實際上，我們會錯失

其中的一大部份，正是聖經中多時談論的部份。 

  在接下來的幾星期裏，我們將注目於神的公義和救贖 - 兩者

都是從父神至高的主權中向着祂叛逆的僕人，豐豐富富地湧流出

來。 

 

 

 

 

 

 

 

 

 

 

 

兒童事工： 

1.幼兒崇拜：由本週開始，我們每週都會在兒童事工的網址上載不

同的敬拜主題，適合 2-5 歲的幼兒參加。 

2.兒童崇拜：我們在每個週六下午上載不同崇拜主題，今期的專題

是“Faithfulness 忠心”，鼓勵家長與子女一同參加， 

https://www.bacfamily.org/podcasts/childrens-worship  

3.兒童事工暑期網上活動：在教會兒童事工的網頁，已上載暑期網

上活動：1) Family Backyard Adventure (7/20-8/10)，2) 暑期中文

班 : 8/17-21, 24-28，今日截止報名 ，家長可點擊暑期中文班網址 

報名。 

https://www.bacfamily.org/
https://www.bacfamily.org/news/39
https://www.bacfamily.org/password_check?dom_id=program_102&return_to=%2Fbulletins%2Flast-week-offering-record
https://www.bacfamily.org/podcasts/childrens-worship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XLniFcEtve5YL5OzHNcuBPVFuGlykXQiwEGE4Y7rkLYLY8Q/viewform?vc=0&c=0&w=1&fbzx=-2826203428036700637


主題:  困不住的你 

經文:  以弗所書 4:17-32 

講員:     温雋元傳道     2020.07.26 

 

1. 被困‧麻木‧放縱‧放棄 

在你的人生裡，有沒有時候覺得生命好像停頓在一個位置，

沒法脫離一些舊的習慣，舊的生活方式? 無論你是否一個基督

徒，我相信大家都有過這一種經驗，也可能今天的你就是在這種

困局裡面! 這些困局可能是你與罪的掙扎，與家庭之間的不和，

或是看到世界的不安和不義。當我們覺得不能走出這一些困局的

時候，我們很多時候就會失去希望，對罪開始麻木和放任來尋求

快感。如果我們要脫離這種困局，首先我們需要承認事實。 

 

2. 舊我 ／ 新我 ‧ 你執著的“我＂ 

保羅在以弗所書 4章裡面所帶來的答案，就是由承認事實開

始: 我們被困在罪的生活中，和我們已經得到了新生命。這兩個

事實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們因為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所

以我們還是被困在罪中。如果我們要脫離這個被困的生活，就要

接受我們在基督裡已經得到了新生命，也要活出這個新生命，但

關鍵就是我們執著的是哪一個生命，哪一個身分。 “你相信甚

麼，你執著甚麼，你就是甚麼＂- 你今天明白你有的身分，是神

的兒女，罪已經不可以綑綁了你嗎? 

 

3. 棄絕謊言，「真實」的生命 

作為一個基督徒，是有了一個新身分，也要成為這個新身分

的人。好想一個人，他有需要的力量和知識去成為一個運動員，

但是他還是要真的去跑，去跳，去運動，才能成為一個運動員。

當然，活出來這一部分就是最難的，但重要的是記得你已經成為

了這個新的人。保羅在五個地方劃出了基督徒的新生命是怎樣的 

– 不是只是停下有罪的行為，而是要繼續做出新的好行為。而關

鍵就是合一，因為令神的靈最開心的就是看到我們合而為一地過

著愛的生活。今天，你願意接受你這個滿有能力和愛的新生活嗎? 

 

思想問題: 在你的生命中，你已經對那一些罪麻木了呢？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 在 30節裡面保羅提醒我們 “不要使神的聖靈擔憂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聖靈會為甚麼擔憂？與希伯來書 10:29 

或馬太福音 12:31-32 有關係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想問題 : 在這一段經文中，你還被那一種壞的品格(v.31)或行為

(v.25-29) 困住呢? 今天你有一些罪需要和神與弟兄姊妹認罪悔改和

尋求釋放嗎? 請在小組中分享和為彼此代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題:  基督為中心的價值觀 –“困不住的生活＂                        

經文:  以弗所書 5:1-20 

講員:     潘熙遠牧師                                     2020.08.02 

    

 

1. 困不住的愛心生活 (vs. 1-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困不住的光明生活 (vs. 11-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困不住的敬拜生活 (vs. 19-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討論:  

1. 請分享在信主後, 能夠效法神憑愛心行事的一個經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甚麼是愚昧人, 甚麼是智慧人 ﹖你曾有被主光照的經 

歷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轉為網上崇拜後近四個月了, 你今天的敬拜生活有沒有被困住

的感受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