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 年 3 月 15 日

講題：敬拜的距離 

經文：詩篇第 42-43 篇

講員：黃心朗牧師

距離並不一定是疏離

1.  距離所帶出的問題

· 到幾時呢? （how long）

· 在哪裡? （where）

· 為甚麼? （why）

2.  距離所帶出的情緒

· 渴想

· 哀傷

· 反覆的疑惑

3.  距離所帶出的視野

· 恩光突破距離

· 讚美克服距離

· 信心抵消距離

宣   召

詩篇 66:1-2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早/午) 聖哉，聖哉，聖哉 / 最好的福氣 /

獻給我天上的主 / 我們呼求

祈   禱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詩篇第 42-43 篇

證   道

敬拜的距離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早/午) 祢最喜悅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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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15

U 世衛已宣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顯示全球已開始有擴散的跡象。求神施

恩憐憫，讓各國的專家能早日找出醫治

病毒的方案 。

U 求神保守看顧前線的醫護人員，賜他們

平安。

U 求神賜下智慧給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

能作出適當的應對措施，控制疫情擴散，

並減少感染傳播。

U 求神讓基督徒把握機會向未信主的親友

傳使人得平安有盼望的福音，讓人心平

靜安穩，有屬天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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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肺炎特別報告－新冠肺炎已被世界衛

生組織定為全球大流行疫病，董事會因此訂

定了「教會持續運作措施 (Church Ministry 

Con�nuity Plan)」，由 3 月 15 日起至 4 月 12

日此期間內，暫停所有活動及聚會，包括主

日崇拜，以防範病毒傳染（詳情請參閱附頁

或登入教會網頁 www.vcbc.ca 查看最新消

息）。與此同時，教會亦盼望在這非常時期，

仍然能夠與會眾保持緊密聯繫，得以繼續關

心會眾的需要，為此請大家都填寫聯繫資料

表格、或致電教會辦事處告知你的聯絡電

話/電郵及所屬組別便可。願神時刻保守大

家身心靈壯健，亦願大家常常儆醒禱告，仰

賴我們那位掌管萬有的父神！ 

2. 會友楊緯納、伍潔儀夫婦 (Daniel & Cynthia)

的女兒 Hannah 於上週一在港喜獲麟兒，取

名 Myles，重 7 磅 9 安士，為他們一家感恩!

3. P2G 兒童家庭詩班練習－現決定暫停直至

另行通知，家長們請留意查看詩班電郵的最

新消息。聯絡： Richard 鄭智勇弟兄。

4. 拿單團－原定於每週二晚 7:30 在樓下副堂

舉行的聚會，現決定暫停至另行通知為止，

請團友們留意為盼。

5. 以賽亞團－原定於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三

下午 1:30 在 B3-5 號室舉行的聚會，現決定

暫停至另行通知為止，請團友們留意為盼。

6. 週五婦女查經班(A)及(B)班－現決定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7. Pioneer Clubs 先鋒兒童團契－現決定暫停

每週五晚在教會舉行的聚會，直至另行通

知，請家長們留意。

8. 週五及週六晚所有團契聚會－均已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9. 教會祈禱會－每週六早上 10:30 在大堂舉

行的祈禱會現已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10.《恩泉》季刊－下期主題為：「主日學的

體會」，除鼓勵主日學學生及老師分享對

主日學的體會外，亦歡迎大家的靈裡分

享。稿件請最遲今日交或電郵至教會辦事

處代收。

11. 2019 年度個人奉獻簡報及報稅收據－在

此期間，可致電教會辦事處，我們會將收

據郵寄到府上。

12.教會平安夜聖樂崇拜(12 月 24 日)及羅天
恩傳道歡迎會(1月 12日)相片－現張貼於

樓下的壁報板上，如欲訂購請填妥晒相表

格後到辦事處付款。凡已訂購教會 50 週

年慶典相片可到教會辦事處憑收據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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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午堂
11:15

英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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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敬拜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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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日 崇 拜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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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歷史書 (上)

教會東翼一樓 E1號室

姊妹班

認識歷史書 (上)

教會正層 M1,M2號

成人班B班

馬可福音 (適合初信)

教會西翼二樓W2號室

專題課程(一)

認識歷史書 (上)
7437 Culloden St. 下層大廳

成人班 A班

浸禮及新會友班

教會西翼三樓W3號室

專題課程(二)

兒童主日

培育部

主日
上午 9:30

先鋒兒童團契 (4-11歲)
先青少年英語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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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