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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響應    

美哉主耶穌   

祈 禱 

謝謝我主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19:16-22, 27, 29

證   道

好人 • 善行 • 永生
黃以誠牧師

回應詩歌

一切全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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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好人 • 善行 • 永生 
經文：太 19:16-22, 27, 29，可 10:17-22, 28-38，

路 18:18-23  
講員：黃以誠牧師

(一) 引言
® 靠，得，。

® 靠，得，？

(二) 好人
A. 一個有成就的好人

® 官 (路 18:18)
® 很多產業 (太 19:22; 可 10:22)
® 有道德 (太 19:17-20; 可 10:20)
® 得人喜悅 (可 10:21)

B. 好人解決不了的難題
® 如何得永生 (太 19:16)
® 深植人心的根源 (傳 3:11)

C. 智慧，誠懇，正確的尋問
® 智慧—少年 (太 19:20)
® 誠懇—跑，跪，問 (可 10:17)
® 正確—耶穌 (太 19:16)

(三) 善行
A. 一個好人的普世性提問 (太 19:16)

B. 耶穌發人深省的回應
1. 對善的準則的省思—只有神能定 

(太 19:17a)
2. 對人行善的能力的省思—沒有一個
是良善的 (羅 7:18-19；太 19:17b；
傳 7:20)

(四) 永生
A. 今生與永生的關係的省思

1. 一般的看法 (太 19:16, 27)
2. 耶穌的教導 (太 19:29)

B. 進入生與得永生
1. 耶穌教導行善得永生？ (太 19:16, 

17c)
2. 進入生正解 (太 19:17-18; 申 5:29, 33)
3. 不能靠行善得永生

a. 沒有把握 (太 19:20-21)
b. 行善是人的本份 (傳 12:13)

C. 如何得永生
1. 年青的官缺少了甚麼？ (可 10:19-21)
2. 為甚麼耶穌要年青的官跟從祂？

a. 祂是神 (可 10:17-18, 21)
b. 祂賜人永生 (太 19:29)

(五) 遺憾的相遇 (可 10:22)

(六) 與主相遇，跟隨主，沒有遺憾

「親愛的主耶穌，過去我曾努力行善，但發

覺時常都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有辦法時常

行善而不犯罪，我明白祢的教導，人不能

靠善行得永生，我願意摒除一切的難阻，

一心一意跟隨祢，感謝祢為我承擔罪的刑

罰，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從死裡復活，

使我有力量，活出祢的美善。我現在立志

相信祢，接受祢作我生命的主宰，賜我永

生，也賜我力量，活出聖經的真理，愛神

愛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

會務報告

1. 關顧講座－關顧部將於 3月 20 日 週六下午 
1:00-3:00在網上舉辦：「如何面對 COVID-19
疫情？」講座，講員為盧春生傳道（西北溫頌

恩堂義務傳道、中信靈機輔導中心輔導員）。

內容：(1) 基督徒應如何處理恐懼、不安、
憂慮等情緒？ (2) 如何跟家人如夫婦、兒
女、兒媳等相處？查詢報名請電郵：

caringdepartment@vcbc.bc.ca、或致電教會
辦事處、或登入教會網站參閱教會活動欄。

報名截止日期： 3月 18日。 

2. 宣教佈道部舉辦西班牙語興趣班－將於 4
月 6 日至 6 月 22 日共十二個週二晚 7:30-
9:00 在網上進行，由羅恩琳牧師、師母教
授，歡迎有興趣或有志參與短宣事奉的會

友報名參加。名額只限二十人，每人費用為

$30（請交教會辦事處，註明西班牙語）。
報名請登入網上表格： h�ps://forms.gle/
q9jKzUjRuT4FoNgv7。查詢請以電郵聯絡部
長 Chris�na Chan (cwylau@shaw.ca)。 截止
報名日期： 4 月 4 日。

3. 溫浸詩歌分享頻道－第四集：「萬福泉源」現
已上載至教會網頁 vcbc.ca/cc/詩歌分享頻道、
及 YouTube “VCBC溫浸頻道”。每集短片約十
分鐘，以不同形式分享新舊詩歌，歡迎收看。

4. 2020 年度個人奉獻報稅收據－現已印備，
會眾可選擇以郵寄或電郵傳送方式收取

請致電 或電郵教會辦事處

，留下你的郵寄地址或電

郵地址，註明郵寄或電郵傳送。如欲親身到

教會領取，可於週三、四或五辦公時間到來，

來前請致電教會辦事處，預先知會同工你的

姓名及奉獻號碼，以便預先準備好 到時在門

口遞給你 無需進入教會。註：你可以代表與

你住在同一地址的家人領取奉獻收據，但若

非住在同一地址，則須先獲得他們書面同意

才可代表領取，同意書可以是一張有委託人

簽署的便條、或者是由委託人直接傳送給教

會辦事處同工的電郵。多謝合作，不便請諒。

5. 代禱需要－每逢主日崇拜完畢，會有教牧及
長執留守跟會眾一起祈禱。若你有代禱需要，

請點擊崇拜螢幕右下方的「代禱需要」或

「Request Prayer」鍵，或可以直接致電教會辦
事處 604-325-6314 內線 125，即有辦事處同
工回應，安排一位教牧長執與你聯繫。

代禱事項

U 求聖靈提醒眾信徒，勿讓疫情和世情，令自

己的靈性怠惰和麻木，要積極作鹽和光。 

U 教會肢體有彼此相愛的心，世人因此就認出

我們是耶穌的門徒了；又看見我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U 求神保守弟兄姊妹合一，常在主裡面，因認

識真理成為聖潔，作個榮耀神的教會。

U 求神眷顧失喪靈魂，領世人歸回主耶穌的羊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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