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3月 22日
講題：信心與盼望 

經文：希伯來書 11:1, 7-16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人活著需要有信心

大綱：

1. 信心與盼望：信心是什麼？它與盼望的關
係是什麼？

2. 挪亞的信心與盼望：堅定信心中的一個不
簡單的任務。

3. 亞伯拉罕的信心與盼望：信心與盼望中的

遵從吩咐、行動及忍耐。

4. 我們的信心與盼望：我們的盼望就是我們
的信仰、我們信心的內涵。

思考問題：

1. 我們對神的認識及相信程度的多寡，是否
影響了我們信心的大小及對未來所盼望之

肯定。

2. 我們的信心與盼望是否是一致的？我們的
盼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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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在這疫情期間，求神與我們同在，並賜我

們心中有平安，相信神必帶領我們同渡

這個艱難時期。

U 為那些因疫情不能回教會崇拜及無法上

網收看直播的肢體禱告，求神與他們同

在，幫助他們能從其它途徑如閱讀聖經、

屬靈書籍、基督教報章及刊物等得到鼓

勵和安慰，並且藉著禱告與神有更多的

溝通，而從神得到更多的力量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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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特別報告

鑑於 BC 省政府於 2020 年 3 月 17 日宣佈
了進入公共醫療緊急事故，本會董事會決定

教會會址將於 3 月 20 日全面關閉，直至另行
通知。本會同工將會於家居繼續處理會務。在

這期間若要進入教堂，必事先得董事會批准。

如任何人需要進入教堂，請向其中一名議會

主席或黃心朗牧師聯絡。這措施是為了保障

會眾的健康安全，以及為減低醫療體系的沉

重負荷。

在這期間，教會電話會接駁至其中一名

教會秘書的電話。故此，若會眾有任何查詢，

亦可繼續致電 604-325-6314，我們的同工會
繼續服事大家。會眾亦可致電教會電話，並輸

入教牧同工的內線，便可聯絡個別的牧者。

在這個前所未遇的處境當中，溫浸將會

繼續致力服事會眾和社區。我們的社群關懷

計劃會繼續尋求服事的機會，例如為有特別

需要人士遞送日用品及食物。如有此需要，可

致電教會 604-325-6314 內線 122 與辦事處同
工 Petra 慕容愛文姊妹聯絡， 我們的同工和
義工會盡所能為你提供協助。此外，我們的愛

心基金亦繼續邀請在財政上有困難的人士申

請。最後，我們的教牧與執事亦會在此期間盡

力為大家提供屬靈上的關懷。

週日崇拜方面，我們將會繼續進行網上

直播。詳情或指示可見於本會的網址。

感謝會眾在此期間的包容和體諒。願神

保守眾人的身心靈。 

1. 今日主日學課程－可登入以下網址收
看： h�ps://youtu.be/WDMLaKu__0s ，
而筆記則可登入本堂網址首頁於「 教會活

動」 欄下載。

2. 教會愛心委員會－現已撥備款項準備資
助因今次新冠肺炎疫情而導致財政上出

現困境的弟兄姊妹。如有需要或查詢，請

以電郵 (charity@vcbc.bc.ca) 聯絡愛心委
員會，必予保密。

3. 2019 年度個人奉獻簡報及報稅收據－在
此期間，會眾可致電教會辦事處，我們會

將收據郵寄到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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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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