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5月 31日
講題：主禱文 (1) －我們生命的全部
經文：馬太福音 6:9-13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師傅教導徒弟

大綱:

1.  我們如何看待主禱文？

· 一個禱告的模式、背誦的經文、禮儀？

· 一份極好的禮物

· 一個明白神的心的機會

· 一個無比的特權

2.  我們在主禱文中看到什麼？

五方面的觀察：

1) 主禱文的範圍

2) 主禱文祈求的次序

3) 主禱文的中心

4) 主禱文中的動詞

5) 主禱文的機制

思考問題：

· 你更了解為什麼用主禱文來祈禱嗎？

· 你知道你最大的需要是天父嗎？

宣   召

詩篇 111:1, 10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除祢以外 

主禱文 

奇異恩典 

祈   禱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6:9-13

證   道

主禱文 (1) －我們生命的全部 
羅天恩傳道

回應詩歌

主禱文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禱告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歡迎 • 報告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主日崇拜

2020.5.31

U 為疫情雖有緩和跡象但仍不明朗禱告，

求神幫助我們不要掉以輕心，仍需謹慎

自守，保持社交距離，保障自己和他人。

U 求神保守因疫情或環境影響而感到靈性

軟弱低落的肢體們，藉著聖靈的鼓勵提

醒，能重新得力，仰望神的帶領，並藉著

其他肢體的安慰和鼓勵支持，讓他們經

歷神的愛與同在。 

U 求神鼓勵幫助肢體們能珍惜留在家中的

時間，與神親近，追求認識神，明白神的

旨意，在生活中為神做見證，領人歸主，

榮耀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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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最新報告

B.C.省府於 5 月 6 日宣佈將實施一個分

階段重啟本省的計劃及其它公佈，即由 5 月

19 日起逐步放寬現有的公眾限制。教會董事

會就此作出檢討後，決定准許一些教會行政

同工嘗試以部份時間在家、部份時間在教會

的形式工作，試驗期由 5 月 20 日開始。然而

目前教堂仍須繼續關閉，各事工領導如有需

要進入教堂內，仍須事先獲得董事會（請聯絡

其中一位主席）、或教牧同工（請聯絡黃心朗

牧師）的批准。註：現階段內教牧同工仍繼續

在家中工作，直至另行通知。

在這個前所未遇的處境當中，溫浸將會

繼續致力服事會眾和社區。我們的社群關懷

計劃會繼續尋求服事的機會，例如為有特別

需要人士遞送日用品及食物。如有此需要，可

致電教會 604-325-6314 內線 122 與辦事處同

工 Petra慕容愛文姊妹聯絡，我們的同工和義

工會盡所能為你提供協助。此外，我們的愛心

基金亦繼續邀請在財政上有困難的人士申

請。最後，我們的教牧與執事亦會在此期間盡

力為大家提供屬靈上的關懷。

週日崇拜方面，我們將會繼續進行網上

直播。詳情或指示可見於本會的網址。

感謝會眾在此期間的包容和體諒。願神

保守眾人的身心靈。 

1. 呂肇輝執事夫婦的兒子 Wesley 將於本週
六與 Amy舉行結婚儀式。請為一對新人及
雙方父母感恩禱告。

2. 主餐主日－下主日為主餐主日，已受浸的
弟兄姊妹請在家中自行準備餅和葡萄汁，

於網上崇拜播放中牧師帶領時一同參與。

3. 宣教佈道部與溫哥華基督徒短宣訓練中
心合辦「基礎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一)」 

－將於 6 月一連四個週六 (6, 13, 20 及 27 
日)下午 2:00-4:30 在網上進行(另有 10 小
時實習時間)。第一單元的四個課題為：
「傳福音概論」、「救恩講解」、「福音

工具」及「打開福音話題」，由短宣中心

總幹事羅懿信牧師講授，請大家踴躍參

加，為參與傳福音事工作好裝備。本會會

眾免收費用，報名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相

關連結、或電郵 ma_susan@hotmail.com 聯
絡 Susan 姊妹。報名截止日期: 6 月 3 日。 

4. 假期聖經學校－教會今年舉辦的假期聖
經學校將會是首次在網上進行！今年主

題為：「北方城堡的武士」，日期： 2020
年 7 月 6-10 日，每日於早上 9:00-10:15現
場直播，隨後由早上 10:30至下午 3:45為
自選課程。費用(包 T恤一件及所需物料):
學前小童每位 $15，小學兒童每位 $20。
由 6 月 1 日起於網上接受報名，請瀏覽網
址 h�ps://vbsatvcbc.weebly.com 或瀏覽

教會網站點擊相關連結。查詢請電郵至：

vbsatvcbc@gmail.com。

敬拜讚美

宣教佈道

團契生活

靈性造就

9:40am
9:40am

0-3 歲 幼兒託
上午 11:15

兒童主日學班
上午 9:40,11:15

JCkids 兒童崇
上午 11:00

4-11 歲 

青少年主日學班
上午 11:30

7-12 年級

詩篇選讀
教會東翼一樓 E1號室

姊妹班

詩篇選讀
教會正層 M1,M2號

成人班B班

馬可福音 (適合初信)
教會西翼二樓W2號室

專題課程(一)

詩篇選讀
7437 Culloden St. 下層大廳

成人班 A班

浸禮及新會友班
教會西翼三樓W3號室

專題課程(二)

兒童主日

培育部

主日
上午 9:30

先鋒兒童團契 (4-11歲)
青少年英語團契 (6-12年級)

高中及大專學生

就業青年

年青家庭, 成人, 夫婦, 婦女

P2G兒童家庭詩班 (4-11 歲)

敬拜小組

成人詩班

婦女詩班

教會祈禱會

小組查經班 (讀書會)

婦女查經班 A

婦女查經班 B

福音英語會話班

男士小組

讚美操示範

老人院探訪福音工作

樂齡同樂日婦女早晨

週五 7:30pm

週五 7:30pm

週六 5:30pm

週六 5:30pm

各團契聚會, 請參閱教會網頁

第一、三主日 1:00pm

第二、三週六 1:00pm

週一 7:30pm

第四週六, 如當月獻詩, 則第二、第四/五週六 3pm

週六 10:30am

週四 7:30pm

第一、三週五 10:00am

第二、四週五 10:00am

週一、三 9:30am

第二主日 3:30pm

週三 11:50am

詳情請向樂齡部 Joana 查詢

週二 10:00am

每 週 團 契
及 定 期 聚 會

2020 年 4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8,429.00 62,410.86 (70,185.49)
差傳 8,830.00 15,800.00 (29,758.15)
愛心 2,190.00 500.00 (63.02)
擴堂 4,630.00 987.18 11,95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