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9月 13日
講題：主禱文 (4)－ 憑祢意行  
經文：馬太福音 6:9-13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禱告求雨的兩個故事

大綱：

1.  為什麼要祈求神的旨意成就？

· 不清楚自己需要的 

· 得人生中最美善的

· 耶穌是我們的榜樣

2.  神的旨意是什麼？

· 在基督裡得各樣屬靈的福氣

· 在神所喜悅中享受生命

思考問題：

· 為什麼說神的旨意是美善的？

· 你的生命是否彰顯神的美善？

宣   召

詩篇 145:10-12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榮耀歸於真神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禱 告

歡欣，感謝神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6:9-13  

證   道

主禱文 (4)－憑祢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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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13

U 為美國西部不斷擴大的山林大火禱告，求

神憐憫施恩，降下雨水，使火勢得以受控。

又求神賜當地政府智慧如何幫助受災情

影響的人民，讓災民得到適切的援助。

U 為全球疫情禱告，多國仍有感染個案不斷

出現，求神憐憫，讓各國政府作出各項適

當的措施安排，減少感染個案，並能早日

找到治療方案。

U 為學校新學年已經開始禱告，求神賜家長

智慧作出最適切的安排，並幫助學生懂得

在學校中保護自己，保持個人衛生及社交

距離，免受疫情影響。又求神賜學校當局

有智慧作出最好的預防措施，保障老師及

學生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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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主日為溫哥華華人浸信會成立 51週年，
雖因疫情關係只能於網上崇拜作為慶祝，

但請大家都在禱告中記念，為教會前面的

路向和長遠的發展尋求神的心意。

2. 粵語堂教牧在 YouTube 教授經卷課程－
本月份由何玉英傳道帶領，查考聖經人物

路得。課程錄影可登入教會網址首頁點擊

主菜單網上查經鍵、或上網到 YouTube 搜
尋 VCBC Online 頻道帳戶即可選看。

3.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普及神學證書課程「聖
經出現和留存的歷史」－將於 9 月 26 日及
10 月 3 日週六下午 1:00-4:00， 及 10 月
17 日週六下午 1:00-5:00，共分三節在網
上舉行，由杜錦滿博士講授。本會會眾可

免費以證書學生或旁聽生身份報讀 ( 費用
由教會支付)。報名及查詢可電郵培育部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報
名請提供中/英文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
教會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22 日。

4. Pioneer Clubs 先鋒兒童團契－家長們請
留意：先鋒兒童團已開始預早接受報名，

好讓籌劃小組能準確地預算參與的人數。

報名網頁： h�ps://bit.ly/pioneer21。

5. 英語堂主辦信徒靈命成長課程 Total Growth 
Discipleship Course － 將於今年 11月至明
年 5月舉行，共 27週，每週上課一晚，由
陳明斌牧師以英語於網上講授，學員並須每

月一次與互勉小組會面。報名詳情請瀏覽英

語堂網頁 h�ps://vcbc.ca/total-growth/。
報名截止日期延至： 9 月 15 日。

6. 祈禱會－每週兩次透過 Zoom 網上平台進
行，亦可以通過電話參與。時間為每週三

晚上 8:30 及每週五早上 10:00。詳情請參
閱教會相關網頁，或致電教會辦事處查詢 

(604-325-6314)。

7. 以電話同步參與主日崇拜－未能於網上
收看崇拜直播的會眾可以通過電話參與。

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點擊相關連結，或致

電教會辦事處查詢 (604-325-6314)。

8. 教會堂址因新冠疫情關係仍要關閉期間，
請經常留意教會網頁有關最新運作措施

與及各網上聚會詳情。

敬拜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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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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