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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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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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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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歸於真神  

     盡情的敬拜  

     Hal lelu jah 充滿愛  

 

    領受聖言  

      蒙福的人 - 雅各  

        從 “抓住自己到抓住神”  -  “抓住” 的本性 

      創 25:21-26; 27:18-26, 35-38, 41 
 

    聖餐記念  
       主愛何深       

 

    委身信仰  
      家事報告 

      牧禱 
      祝福 

下週主日崇拜題目  :  雅各  -  從「抓住自己」到「抓住上帝」 :  絶境遇上帝                         

經文  :  創世記  28:10-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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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崇拜暫停 

改為網上崇拜 

  

祈禱會 

(網上聚會) 

粵語        45 

國語        19 

英語          3 

  

上週奉獻 

常           費 

感           恩 

差           傳 

建           堂 

慈 惠 基 金 

信 心 認 獻  

 

$      20,988.00 

$           935.00 

$        2,810.00 

$        2,625.00 

$           325.00 

$        1,500.00 

合共        67 總金額加幣 $      29,183.00 
   

聖餐主日崇拜  
202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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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兆強牧師   温雋元傳道 

司琴                  陳沛欣                       譚江燕 

影音 陳瀚文, 吳楚森, 劉宇基, 李宇光 李宇光, 何啓游, 劉宇基, 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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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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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感恩奉獻 Year-End Thanksgiving – Y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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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7 

1. 主 日 崇 拜 ： 鼓 勵 弟 兄 姊 妹 在 主 日 早 上 11:15 往 教 會 網 址

https://www.bacfamily.org 參與網上崇拜。本主日為聖餐主日，請在家

中預備葡萄汁和餅或麵包，一同在網上進行聖餐記念。 

2. 夏令時間： 請於本週六 (3/13) 晚上臨睡前把時鐘撥快一小時。 

3. 特別會友大會：已於 2/28 (上主日) 在網上舉行，總出席人數有 111 

人，常費及宣道金預算獲得 96% 的票數通過。 

4. 2021 年度長老提名委員會：由潘熙遠牧師、何輝鴻長老、邱澄康長老

與及三位會友 (每個語系一位) 代表組成。三位會友代表候選人呂巫燕

媚 (Christina Lui)、王舉成 (Sylvester Wong) 及温琪 (Keith Wen)，均以

89%或以上的票數在特別會友大會中投票確認選出。 

5. 幸福小組：幸福小組已進入第七週。感恩，現已有 4位決志信主。請繼

續懇切為 8 隊幸福小組及當中近 40 位的 BEST ( 福音對象 )  

代禱！ 

6. 名人講座 <網上版> : 承接 [幸福小組]，本宣家將舉辦一連兩個的福音

見證專訪，特邀蔣麗萍姊妹於 3/19，及梁英年弟兄於 3/26見證分享；

請預留時間，邀請你的親友參加，講座連線將稍後公佈。 

7. 復活節禮物包：兒童事工為家長們預備一份禮物包，內有一些家庭活

動及靈修資料，幫助子女明白復活節的真意義。因數量有限，家長請

點撃以下連線登記，於 3/13 及 3/20的指定時間內在教會門外提取禮物

包。數量有限，鼓勵家長從速報名登記！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10C0D4CACA62CA1FBC52-easter   

8. 兒童事工：幼兒崇拜：本週主題  “ Elijah Reminds the Israelites to Only 

Worship God ”。兒童崇拜：本週主題 “ Feeding of the 5000 ”。  

9. 電話關懷：本宣家很盼望在疫情期間向各位弟兄姊妹表達思念和關

懷，並為大家禱告。若你的名字和電話有登記在 2020 年的本宣家通訊

錄，在今年 2 月至 5月期間，會有關顧部探訪隊的肢體代表教會打電話

給你，向你問安。敬希垂注。 

10. 2020 年奉獻收條：已於 2/17 以郵寄方式發放，請弟兄姊妹留意。 

11. 奉獻報告：若需要查閱上週奉獻報告，請點擊此連線 。 

12. 附堂重建通訊：直至 2月 28日止，收到的信心認獻表為 159份， 

金額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936,705。 

肢體消息： 

1. 感謝神！陳欽炎弟兄是會友陳瑞強 (Stanley Chan) 的父親，於今年 1/3

決志信主，現於 3/7 （主日）下午在家中接受水禮。讓我們一同為他歡

喜快樂！榮耀歸主名！ 

人 

  

   

                           牧者心聲                  梁頌基牧師 

1  教會與營火 

很難想像我們已經進入新冠肺炎大流行一年多了！ 二零二零年三月開始

實施封鎖措施（教堂實體聚會取消多月）直到現在。 

        對很多人而言，這並非易事 - 有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忙碌，而另一些人則變

得極孤獨，與人隔離。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當你正在經歷這個困難的時間，你有從教會大家庭得到支援嗎？ 

還是你已經為周遭所發生的事感到招架不來，而漸漸疏離了你的信仰群體呢？ 

也許你問：在此刻信仰群體對我真的這麼重要嗎？ 

無可置疑「是的」，因為教會對於我們在信仰上的生命力尤為重要！ 

教會就像一團營火。如果你曾經弄過營火，你就會知道要弄熄一塊燃燒着

的柴火是很容易的；你只需要將這塊點燃着的柴火從火堆中取出來放在一旁，

遠離火堆，它只會再燃燒着一會，很快就會熄滅。 

如果你想撲滅整團營火，你會先撥開分散它們，它們就會慢慢地逐一熄

滅！ 

疏離教會的信徒有什麼跡象呢？ 

• 已一段時間沒有參加任何小組或團契聚會（並且沒有動力去參加） 

• 對敬拜我們的主（網上）時顯得越來越鬆懈（敬拜不斷推遲，有時甚

至沒有敬拜。而且即使在敬拜也是不能專注，或者忙於「轉台」尋索

「最得幫助的敬拜」） 

• 想到教會重開的一天，思想自己是否仍會繼續參加 …（或只是保持這

種「自由自在」的形式）   

聖經提醒我們：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

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

10：24-25） 

參與教會對於你的信仰歷程十分重要。基督徒從來都不是一個人，每一個

都是互為需要的，你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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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減低病毒傳播風險，教會辦公室對外開放時間只限

於逢週二及週三(上午 9:30 -下午 2:00)。鼓勵弟兄姊妹將奉獻或任何信件投入大門側的

郵箱內。若需要與辦公室聯絡，請於週一至週五辦公時間內致電或以電郵查詢。 

 

https://www.bacfamily.org/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10C0D4CACA62CA1FBC52-easter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7/preschool-worship
https://www.bacfamily.org/bac-children-ministry--7/children-worship
https://www.bacfamily.org/password_check?dom_id=program_102&return_to=%2Fbulletins%2Flast-week-offering-record


本週 (聖餐主日) 講道 - 2021/3/7 

主題：蒙福的人: 雅各  

“從抓住自己到抓住神”-  “抓住”的本性 

經文:  創世記 25:21-26; 27:18-26, 35-38, 41 

講員:  潘熙遠牧師        2021.03.07 

 

分段 : 

 

I. “抓住反常態”的應許 (25:21-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抓住自己” 的致命傷 (27:18-26, 35-38, 4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討論及分享問題: 

1. 你在過去的日子,曾否經歷過一些如“...大的要服事小   

   的...”類似反常態的應許或祝福呢﹖ 

 

 

 

2. 你曾經試過“抓著神不放”,而禱告蒙神答允的一些經

歷呢﹖ 

 

 

 

3. 請分享過去一些因為只顧“抓著自己”,而導致別人 

受傷、受虧損的經歷。 

  

 

  



上週講道 - 2021/2/28 

主題: 放下甚麼? 追求甚麼?  

經文: 腓 3: 13-14，箴 10: 12，太 6: 24，詩 119: 16 

講員: 黃國揚牧師 (加拿大遠東廣播中區主任)     

 
 

大綱： 

 

為生命_______ 空間 

• 放下甚麼？ 

 
放下_______ 

 
放下_______ 

 
 
 
 

• 追求甚麼？ 

 
追求_______，與神________ 

 

 

 

 

 

 

 

  

 

 

崇拜後給團契小組思想/討論問題： 

1. 你的生命是否已無空間可言，被所有思慮或電子產品

佔據了？ 

2. 你有對人的恨嗎？你願意學習放下，還是繼續讓它消

耗你的生命？ 

3. 為何有名有利的人可以信耶穌，但信耶穌的人卻不可

被名利控制？ 

4. 你怕被人嘲弄為「逆向駕駛的人」嗎？你有多少的心

理準備能為主被人嘲弄？ 

5. 新一年，你的立志又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