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0月 25日
講題：驕傲之罪 

經文：但以理書 4:27-30；以賽亞書 14:12-15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尼布甲尼撒王  

1.  驕傲的意思  
· 神的恨惡 

· 耶穌責備

· 保羅指責

2.  驕傲的成因
· 自以為是、自我中心

· 表現：優越感、論斷批評、不願受教、

取悅他人

3.  驕傲的後果
· 攔阻關係；鞏固自我；拒絕聖靈；不會

禱告

3.  驕傲的救法
· 回轉信靠；愛與憐憫；甘心服事；謙卑

自己

結論：

哥林多前書 4:7：「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
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

誇，仿佛不是領受的呢？」 

宣   召

詩篇 100:4-5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聖哉、聖哉、聖哉

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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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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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為著世人能夠信靠救主耶穌禱告，唯

有如此才能有真正的盼望與改善。

U 在地上國度均無能為力之時，為人們

都能將盼望放在天國上禱告。

U 為社會能回復愛鄰舍的狀態禱告，以

制止現有的分裂、歧視、與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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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員： 何玉英傳道

主席/領詩： 劉曾向芝姊妹



1. 會友常務會議－今日下午 1:00 將透過
Zoom 平台於網上進行。已向教會辦事處

登記參與的溫浸會友請屆時點擊日前寄

上的個人 Zoom連結 (電腦須已安裝 Zoom
應用程式)。如需技術上的幫助可於今日

12:30 後致電辦事處 604-325-6314 內線
122 (Petra) 或 0 (Cindy) 查詢。

2. 同工消息－何玉英傳道將於明日（10 月
26 日）開始放假一週，請代禱。

3. 英語堂會友 Jeff and Cecilia Mak 的女兒
Janelle 小妹妹於上週四被天父接去，現躺
臥在主耶穌的懷中得享安息。請為她的親

人禱告，求主安慰，賜他們力量渡過哀傷。

4. 夏令時間將於11月 1日結束－溫馨提醒大

家於本週六晚就寢前將時鐘撥慢一小時

（即進入冬令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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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聯合福音使團 (Union Gospel Mission)－

透過送贈聖誕節禮物籃及聖誕餐(餐費每

天需要$4,800），讓有需要的人及家庭在
聖誕期間感受到神的愛。本會宣教佈道部

鼓勵弟兄姊妹以奉獻支持這福音事工。奉

獻款項可直接寄送聯合福音使團（請瀏覽

網址 h�ps://www.ugm.ca/donate/）或於

11 月 22 日前以網上奉獻或支票交教會差
傳基金（請註明是捐給聯合福音使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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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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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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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7:30
最後一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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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55,546.00 72,769.44 774.82
差傳 5,960.00 12,204.80 (50,533.54)
愛心 1,550.00 300.00 (6,828.02)
擴堂 6,778.57 9,196.74 26,868.63

2020 年 9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