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耀三一神 

 

宣召•牧祷 

 

赞美敬拜 
敬拜主  

我心切切渴慕祢 

 虔守主餐 

 

圣言敬拜 

「切慕神」 

 诗篇 63:1-11 

 

 回应诗歌 
                                                     除祢以外 

  

 圣餐  

 默祷 

 祝福 

 三一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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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聚会暂停, 

直至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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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晚上八时 Small Group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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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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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隽元传道 (大专及职青事工)   教会行政主任 ： 欧李小燕同工(部份时间, 义务) 

黄伟雯牧师 (基教事工,半时间)               宣教：                 贺梁佩珠传道 (部份时间, 义务) 

 吴张颖雯同工 (关顾事工, 半时间)                  

 

圣餐主日崇拜 
  2021 年 3 月 7 日 

国语 本主日 下主日 

讲员 朱俊松牧師 朱俊松牧師 

领诗 扈曉 郭愛榕 

司琴 黃師母 李穆清 

音响 彭铁 彭铁 

 
网上电子转账程序如下:  

1. 到你的网上银行户口内，选择电子转账 Interac e-Transfer  

2. 若你未曾开设电子转账户口，请按网上指示，开设及确认转账户口 

3. 输入你的电邮地址或一个加拿大的手提电话号码 

4. 加入一个新的转账接受者 (payee) –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及输入教会办事处的电

邮地址 office@bacfamily.org  ，个别银行会要求你确认身份 

5. 完成电子转账登记后，即可选取转账接受者，填上捐献的金额 

在信息的空格內清楚注明你的姓名, 教会奉献号碼及金額撥往的地方:  

常費– GF,   感恩– TK,   年終感恩奉獻- YTK,   建堂– BF, 差傳– MF,  

信心認献– FP, 慈惠–BV     例子 : Peter Chan  123        GF 100  MF 100 

6. 当转账交易完成后，银行会向教会办事处发出电邮确认交易 

7. 任何电子转账交易在周四中午前输入, 会拨为上周的奉献记录 

 

主日崇拜 
实体崇拜暂停 

改为网上崇拜 

 

主日学 
(网上视像) 

          
 

 
 54 

 

祷告会 

(网上聚会) 

粤语 

国语 

英语 

 

  

   45 

   19 

     3    

上周奉献 

常       费 

感       恩 

差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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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合共 67 合共 $      29,183.00 

 

mailto:office@bacfamily.org


 

                                         牧者心声                             梁颂基牧师                                                              

1  教会与营火 

很难想象我们已经进入新冠肺炎大流行一年多了！ 二零二零年三月开始实

施封锁措施（教堂实体聚会取消多月）直到现在。 

        对很多人而言，这并非易事 - 有些人的生活变得更忙碌，而另一些人则变

得极孤独，与人隔离。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当你正在经历这个困难的时间，你有从教会大家庭得到支持吗？ 

还是你已经为周遭所发生的事感到招架不来，而渐渐疏离了你的信仰群体呢？ 

也许你问：在此刻信仰群体对我真的这么重要吗？ 

无可置疑「是的」，因为教会对于我们在信仰上的生命力尤为重要！ 

教会就像一团营火。如果你曾经弄过营火，你就会知道要弄熄一块燃烧着

的柴火是很容易的；你只需要将这块点燃着的柴火从火堆中取出来放在一旁，

远离火堆，它只会再燃烧着一会，很快就会熄灭。 

如果你想扑灭整团营火，你会先拨开分散它们，它们就会慢慢地逐一熄灭！ 

疏离教会的信徒有什么迹象呢？ 

• 已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任何小组或团契聚会（并且没有动力去参加） 

• 对敬拜我们的主（网上）时显得越来越松懈（敬拜不断推迟，有时甚

至没有敬拜。而且即使在敬拜也是不能专注，或者忙于「转台」寻索

「最得帮助的敬拜」） 

• 想到教会重开的一天，思想自己是否仍会继续参加 …（或只是保持这

种「自由自在」的形式）   

圣经提醒我们：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

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4-25） 

参与教会对于你的信仰历程十分重要。基督徒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每一个

都是互为需要的，你也不例外。 

 

                                             家事分享                                 2021.03.07 

1. 主日崇拜：鼓励弟兄姊妹于主日早上 11:15 往本宣家网址

https://www.bacfamily.org 参与网上崇拜。本主日为圣餐主日，请在家

中预备葡萄汁和饼或面包，一同在网上进行圣餐记念。 

2. 夏令时间： 请于本周六 (3/13) 晚上临睡前把时钟拨快一小时。 

3. 特别会友大会：已于 2/28 (上主日) 在网上举行，总出席人数有 111 

人，常费及宣道金预算获得 96% 的票数通过。 

4. 2021 年度长老提名委员会：由潘熙远牧师、何辉鸿长老、邱澄康长老

与及三位会友 (每个语系一位) 代表组成。三位会友代表候选人吕巫燕

媚 (Christina Lui)、王举成 (Sylvester Wong) 及温琪 (Keith Wen)，均以

89%或以上的票数在特别会友大会中投票确认选出。 

5. 2020 年奉献收条：已于 2/17 以邮寄方式发放，请弟兄姊妹留意。 

6. 奉献报告：弟兄姊妹若需要查阅奉献报告，请点击以下联线。 

7. 附堂重建通讯：直 2 月 28 日止，收到的信心认献表为 159 份，金额 

$1,415,420，其中已收迄 $ 1,936,705。 

8. 复活节礼物包：儿童事工为家长们预备一份礼物包，内有一些家庭活

动及灵修数据，说明子女明白复活节的真意义。因数量有限，家长请

点撃以下联线登记，于 3/13 及 3/20的指定时间内在教会门外提取礼物

包 。 数 量 有 限 ， 鼓 励 家 长 从 速 报 名 登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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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儿童事工：幼儿崇拜：本周主题  “  Elijah Reminds the Israelites to 

Worship Only God  ” ；儿童崇拜：本周主题 “  The Feeding of 5000  ” 

10. 感谢神！陈钦炎弟兄是粵語部会友陈瑞强 (Stanley Chan) 的父亲，于

今年 1/3决志信主，现于 3/7 （主日）下午在家中接受水礼。让我们

一同为他欢喜快乐！荣耀归主名！ 

 

 

 

注意事项：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教会办公室对外开放

时间只限于逢周二及周三 (上午 9:30 -下午 2:00)。鼓励弟兄姊妹将奉献或任何

信件投入大门侧的邮箱内。若需要与办公室联络，可於周一至周五办公时间内

致电或以电邮查询。 

 

面对新冠肺炎危机，本宣家对弟兄姊妹的奉献方式作出以下建议: 

• 弟兄姊妹可将奉献直接放入教会的奉献箱内； 

• 倘若教会内没有人，可将奉献投入教会大门侧的邮箱内，切勿放入     

现金，并在信封上列明只作教会奉献用途。 

• 或可将奉献支票邮寄至教会，地址 8611 Armstrong Avenue, Burnaby,     

               B.C.  V3N 2H4    

• 教会亦接受提供电子转账方式 

https://www.bacfamily.org/
https://www.bacfamily.org/bulletins/last-week-offering-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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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