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1月 8日
講題：主禱文 (6) –無債一身輕  
經文：馬太福音 6:9-13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人與人之間的難題   

大綱：

1.  罪與債   
· 犯罪者是欠債者  

· 人對於罪的概念 

2.  我們欠了什麼債？ 
· 因信而應有的順服

· 三個層面上的負債

· 每一時刻債上加債

3.  我們所欠的債是如何被免去 
· 應當明白的三個詞彙

· 那無憐憫心腸的僕人

· 在耶穌愛中放下苦毒 

思考問題：

· 為什麼聖經中說愛是不計算人的惡？

· 你要怎麼樣處理你與人之間的心結？

宣   召

詩篇 57:7, 9-11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全地至高是我主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祢真偉大

禱 告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6:9-13 

證   道

主禱文 (6) –無債一身輕
羅天恩傳道

回應詩歌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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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8

U 為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宣教士禱告，特

別是在感染率高的地區。求神給他們

帶來滿有希望的言語，並裝備他們去

愛和服侍他們周圍的人。

U 為每個社區的基督徒禱告，願聖靈激

勵我們藉著祈禱、給予、關愛、服事並

宣揚福音，讓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得以

被頌揚。

U 為基督徒醫護人員禱告，求神幫助他

們都能表現出出人意外的平安，以至

許多人會問他們存有盼望的緣由，讓

他們有機會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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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領詩： 唐振權弟兄



1. 李盧燕萍執事（Deacon Terry Li）的母親於

11 月 1 日在香港安息主懷，請為 Terry 執

事及其家人禱告，求主安慰。 

2. 會友楊滿華弟兄（秀薇和 Cecilia 的父親）

於上週三被天父接去，安息在天父懷中，

求神同在，安慰她們及其家人。 

3. Cindy Pang 及 Elisa Ng 的父親於上週四
在香港安息主懷，求神安慰她們及家人。

4. Janelle 小妹妹的家人將於本週五在孟碧
珊殯儀館為他們所愛的女兒舉行追思禮

拜 (私人)，求神保守順利進行，並請大家

為其家人能大大得著神的安慰禱告。懇辭

花圈及帛金，請悉數轉贈予卑詩省癌病基

金會 (BC Cancer Founda�on)，以此記念

Janelle 小妹妹 ( 詳情請瀏覽網址: h�p://

www.bccancerfounda�on.com/JanelleMak )。

5. 本週三 (11 月 11 日) 為國殤紀念日公眾
假期，教會辦事處將休假一天，週四恢復

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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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派贈聖誕禮物給會眾－以準備大

家的心來迎接今年的聖誕節和新的一年。

禮物袋內包括「將臨期」靈修小冊子、The 

Peace & Promise of Christmas 聖誕小冊子、
及 2021 年教會月曆。派贈日期為 11 月
21 日及 22 日下午 2:00-4:00，與之前在教
會停車場派送口罩的方式一樣。註：不能

來教會的長者，我們會將禮物送到府上。

8. 關顧部講座：「危難的準備」－將於 11 月
28日週六下午 1:00-3:00在網上進行，講員
為盧健恆牧師 (Open Door Community Min-

istries)，他將會讓大家加深對危難的認識，

並學習如何幫助在危難中的人，也會介紹本

地援助服務。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查詢及報

名請於 11 月 25 日前以電郵聯絡關顧部
(caringdepartment@vcbc.bc.ca)，以便將講座

的連結轉發給各參與者。 

9. 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1)請
於 11月 30日前將 2021年度新財政預算交
予財務部；(2) 於 12月 15日前將貴部本年
度之事工報告交到或電郵至教會辦事處收

(info@vcbc.bc.ca)；(3)本年度各部開支須於
2021年 1月 3日前遞交財務部。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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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鑑於昨日（週六）省府公佈之最

新公共衛生指令，即與健康及安全委員

會商議後，謹慎決定即時起全面關閉教

堂兩週時間，聽候省府進一步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