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團契之志 

經文：約翰一書 4:7-21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頌讚主聖名、怎能如此？、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會眾 

3. 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林錦生傳道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6.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7. 三一頌/祝福 ..….….………(眾立)…..…………….. 湯紹源牧師 

8.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主恩堂 12:00pm國語崇拜程序 

         

信息：團契之志 

經文：約翰一書 4:7-21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啟應 ……………………….……..….…….……… 主席 

2. 詩歌讚美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愛中相遇、 

活出愛…………………………… 會眾 

3. 使徒信經/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林錦生傳道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6.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7. 三一頌/祈禱祝福 …………(眾立).…………………. 林錦生傳道 

8.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家事分享 
         

1.  請預留時間參加全教會的祈禱週會：「靜禱—我等候耶和華，

我的心等候」。讓我們教會家一同在神面前靜默。日期為本月

26日（星期六），於10:00am以Zoom形式進行。請自備聖經。 

2.  我們懷著感恩的心於7月4日重啟實體崇拜! 教會現安排預先

留座，以符合政府訂定連崇拜司職人員在內共50人的聚集限

額，請就每次崇前的星期二至星期五電郵office@lordsgrace.ca

預留座位，倘若你身體不適，或最近曾接觸患上新冠肺炎人

士，或曾離開本國外遊後需要自我隔離14天，請暫勿返教會，

請留在家中參與網上崇拜。詳情容後通知。 

3.  請為教會的Katrina、Roy、Nicole, Justin和Philip分別從高中、

大學和研究生院畢業感謝神。在神的恩典中，我們對他們所

取得的成就和克服的困難感到特別驕傲，尤其是在這個充滿

挑戰的疫情時期。請繼續為這些畢業生即將踏上人生下一階

段的旅程禱告。 

4.  我們感謝上週日大家參加AGM，得使各項案順利通過，完成

教會法律上的責任，更多謝各位網上支援的弟兄姊妹，願上

主報答你們的辛勞！ 

5.  粵語事工團隊多謝大家出席新移民事工的異象分享，期望大

家明白事工之餘，也能祈禱考慮一起參與，服侍新移民，正

如當年我們受到服侍一樣。如果你想索取「移溫，疑問，宜

問」的海報，或者查詢有關事項，請聯絡湯牧師、蔡傳道或

newimmigrants@lordsgrace.ca。 

6.  差傳部已訂下10月22/23/24日的週末為差傳週末（mission 

weekend），請弟兄姊妹先預留時間（22日週五晚上和23日週

六晚上以視屏形式舉行），詳情會稍後公佈。請為講員/籌備

委員的智慧和準備等禱告，希望通過差傳週末能讓兄姊妹對

差傳能有了解和鼓勵。 

• 差傳部亦需要在翻譯上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感謝神，我們

已有兩位願意在文字翻譯事工上幫忙的會友。我們仍需要

1-2位願意幫忙的弟兄姊妹（為英文-中文或中文-英文翻

譯，在45分鐘至1小時的差傳週末影片加上字幕，我們會

預早通知，好讓翻譯員有充足時間準備）。能夠在這事工

上幫忙的弟兄姊妹請聯繫mission@lordsgrace.ca。 

mailto:newimmigrants@lordsgrace.ca
mailto:mission@lordsgrace.ca


聖經學校（粵語）10:30am-11:45am 

7.  七月主日學：崇拜與聖樂事奉 

教會的崇拜是信徒不可或缺的事奉，而聖樂在崇拜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二者關係密切且相輔相承。本課程的目的是
裝備信徒崇拜與聖樂上的聖經基礎及事奉理念，以提升敬
拜群體在事工上的參與和熱誠，並培養敬虔的崇拜生命。
參加鏈接和詳情，請繼續留意報告。課程內容： 

• 崇拜的聖經基礎 

• 崇拜的理念及信徒參與崇拜應有的態度 
• 詩章、頌詞、靈歌及其在崇拜中的運用 

• 聖樂的定義及它在崇拜中的領導 

講員：何嘉敏—美國羅拔韋柏崇拜研究學院崇拜學博

士，現於該院擔任義務導師，亦是香港建道神學院聖樂

客席教授。她曾任教會音樂顧問，崇拜與聖樂傳道等職，

亦積極參與推動教會崇拜與聖樂事工。最新著作有《道

亦有道—崇拜講章．流程一點通》（2020）。 

8.  請閱以下主日學班別簡介，選擇你有興趣的班別參加。 

（上週參加人數：41） 

• 馬可福音，認識和學習耶穌行述，建立靈命。 

Zoom：https://tinyurl.com/LGC-CanSundaySchoolMark 

（Meeting ID: 897 3045 5127, Passcode: 227727） 

負責老師：梁何頌樂、區鄧觀嬌 

• 以斯拉記，認識被擄歸回一段聖經故事，配合今年講道。 

Zoom：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Ezra 

（Meeting ID: 930 3571 3893, Passcode: 561303） 

負責老師：黎百齡、梁美鵬、古建興、湯紹源牧師 

• 甚麼是教會？透過神學理解教會和我的關係。 

（這個主日學課程使用 Seminary Now 的英語錄影，課前

會提供中文翻譯。前言和討論用粵語。） 

Zoom：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Whatischurch 

（Meeting ID: 961 8511 0474, Passcode: 429638） 

負責老師：蔡思源傳道、梁慧玲牧師、錢天融 

• 福音研經班，讓未認識耶穌的朋友來認識耶穌。 

詳 情 與 報 名 請 聯 絡 黃 永 輝 弟 兄 （ 電 郵

waynewingwong@yahoo.com 或留言 

604-837-7707）。 

負責老師：黃永輝、陳惠蓮、湯葉妙愛師母 

https://tinyurl.com/LGC-CanSundaySchoolMark
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Ezra
https://tinyurl.com/CanSundaySchoolWhatischurch
mailto:waynewingwong@yahoo.com


 

 

下週粵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Jane | 領詩、司琴：詩班 | 影音：Francis/Vener 

下週國語主日崇拜司職 

主席：Yong | 領詩：Yuan | 司琴：Tina | 影音：Pan/Cindy 

 

 

上主日出席人數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兒童 總數 

149屏幕 
+ 10現場 

49屏幕 
+ 6現場 

42屏幕 
+ 9現場 

28 293 

 

 

2021年 6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27 日 梁永康主教 趙苒傳道 

 

 

  

聖經學校（國語） 

9.  國語堂所有團契會使用 Zoom 進行聚會。有關詳情請聯繫各

個團契負責人或本堂牧者。 

10.  國語堂主日學（10:00am-11:00am）網上直播會使用 Zoom 進

行。網上直播途徑將通過微信群組發送給弟兄姊妹。 



本週禱告事項大綱 
（6月 20日至 6月 26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14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15並要在患
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篇 50:14-15） 

默想：我有恆常為難處、好處獻上感謝的祭嗎？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 感謝上帝，祂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得勝（林後 2:11, 14）。免得撒但
有機會勝過我們。 

▪ 為新移民工作的籌備和發展仰望。為這事奉的機會感恩。讓我們傳
揚耶穌基督。 

▪ 為各預備受浸的朋友祈禱，也為訓導他們的人求智慧，為他們的成
長鋪路。 

▪ 為差傳部的使命感恩。 
□ 星期二 教會家 
▪ 為全教會星期六祈禱會的預備仰望。 
▪ 為教會預備逐步重開祈禱。 
▪ 感謝神：教會中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恩賜、不同的事奉，但同心愛
主事主。 

▪ 為弟兄姊妹的靈命成長仰望。一同在永生的道路上互相扶持，隨主
腳蹤而行。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 部分幸福小組將完結，請懇切為當中的新朋友祈禱，願他們能接受
救恩。 

▪ 求天父讓英語、國語和粵語各堂能致力在基督裏互相謙讓和溝通。
讓我們有合而為一的心。 

▪ 讓主恩堂成為一個祈禱的教會。讓我們的祈禱會興旺，在各事上求
聖靈帶領。不求己意。 

▪ 為各主日學、查經班、團契都在主的話裏扎根感恩。譲各人也謙卑
彼此學習。 

□ 星期四 主的醫治 
▪ 上帝賜給我們永生（約翰一書 5:11）。 
▪ 為患病和照顧他們的人祈禱。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把一切告訴
神。 

▪ 為 Esther Sung 和我們當中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姊妹求平安和盼望。
求主保守我們的長者。 

▪ 求主賜清潔的心（詩篇 51:10）。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 讓我們成為 Kitsilano社區的燈台，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 為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問題祈禱。 
▪ 為東京奧運所帶來的防疫問題祈禱。 
▪ 為原住民歷史上遺留下來傷痛的醫治仰望。求主不讓歷史在世界任
何角落重演。求主眷顧。 

□ 星期六 為明天 
▪ 讓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梁永康主教、趙苒傳道和李聖勳牧師，願神
藉着他們使我們的靈命増長，更明白如何過肢體生活。 

▪ 為明天的崇拜小組和影音義工祈禱。 
▪ 為教會下一代領導人的成長和預備仰望和感恩。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團契之志 信息：團契之志 

經文：約翰一書 4:7-21 經文：約翰一書 4:7-21 

講員：林錦生傳道 講員：林錦生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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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