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0月 11日
講題：主禱文 (5) –天父，我們的供應者 
經文：馬太福音 6:9-13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主禱文的次序

大綱：

1.  祈求天父賜下這一天的食物是什麼意思？
· 實質的麵包或食物

· 活著所需要的一切

· 天國子民屬天異象

· 每一天的屬靈糧食

2.  這個祈求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什麼提醒？
· 同舟共濟的生存意識

· 徹底依靠天父的心態

· 存著感恩的活每一天

思考問題：

· 同舟共濟和自我中心的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 你要怎麼樣表達你是存著感恩來活每一天？

宣   召

詩篇 103:1-2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全地至高是我主   

獻給我天上的主 

禱 告

祢信實何廣大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6:9-13

證   道

主禱文 (5) –天父，我們的供應者
羅天恩傳道

回應詩歌

神未曾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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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11

U 第二、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

球擴散，求神憐憫、醫治這地。

U 世界的局勢日益緊張，求神保守我們

的心靈，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

U 求神加信心和力量給教會牧者、同工

和弟兄姊妹，在疫情中都能夠作出美

好的見證，用愛心將主的道活出來。

代禱事項：

張天存牧師 創會牧師

黃心朗牧師 副主任牧師 粵語堂帶領牧師

samwong@vcbc.bc.ca
何玉英傳道粵語堂教牧同工

ritaho@vcbc.bc.ca

李俊然傳道青少年事工傳道
brianlee@vcbc.bc.ca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jonathanloh@vcbc.bc.ca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7474 Culloden Street
Vancouver, B.C.  V5X 4K2
604.325.6314
info@vcbc.bc.ca
www.vcbc.ca

11:15 午堂崇拜

講 員： 羅天恩傳道

主席/領詩： 朱家欣姊妹



1. 會友湯張聖梅姊妹（Edward Tong的母親）
於上週二在香港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代

禱，求主安慰。

2. P2G 兒童家庭詩班－將於本月 18 日恢復
定期練習，定每月第一及第三個主日下午

1:30-2:15 透過 Zoom平台於網上進行。誠
邀有興趣參加的家庭登入網上報名表格

http://bit.ly/p2g-registration-2020-21 或聯絡

Richard (vcbc.children.choir@gmail.com)。

3. 會友常務會議－教會董事會按照本會章

則附例及政府社團法之規定，將如常進行

早定於 2020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00 正舉
行的會友常務會議，透過網上 Zoom 平台
進行。請所有欲參與是次會議的溫浸註冊

會友於 10 月 21 日或之前，電郵致教會辦
事處登記(info@vcbc.bc.ca)，我們將直接以

電郵送上正式會議議程、上次會議記錄、

及登入今次會議的 Zoom 連結。請留意：

今次會議所有的表決都將以電子形式進

行及記錄。如有任何問題，請即與本會四

位正、副主席中任何一位聯絡。盼望大家

屆時都能參與。註：議程的節略版已上載

至教會網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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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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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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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外消息：

1. 第 48 屆大溫哥華研經培靈會－將於本月
22-25 日每晚 7:30 在 YouTube直播，主題
為：「入世而不屬世的與神同行」，由陳

琛儀牧師主講（粵語講道，國語翻譯）。

詳情請瀏覽 h�ps://bit.ly/vcem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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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30-11:00

姊妹班

A、C及 D班

上午 9:30-11:00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弟兄班

上午 9:30-11:00 / 
下午 3:00-4:30

B 班

上午 9:15-11:00

兒童主日

培育部

主日學
網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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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