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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棕枝節主日－必要服務 Essen�al Service
經文：約翰福音 12:20-26
講員：黃心朗牧師

必要服務 Essen�al Service 的迷思 

1. 死了便得生

· 實實在在 (阿們) = 必要

· 一粒麥子的弔詭

2. 愛惜便失喪 

· 愛惜與恨惡

· 生命 (psychē = 呼吸) 對比 生命 (zōē = 永生)

3. 服事便跟隨

· 必要服務 (對神) 

· 必要服務 (對人)

猶太人諺語：苦難在哪裡，彌賽亞就會去那裡 

宣   召

馬太福音 21:9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Hosanna Rock (P2G家庭詩班)
獻給天上的主

在地若天

祈   禱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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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領受主餐敬拜神

恪守主餐

回應詩歌

只因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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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5 

U 求神在這疫情期間，賜教牧同工屬天的

智慧，去鼓勵會眾信靠仰望神的保守看

顧，並深信神必帶領我們渡過這困難的

時期。

U 求神讓會眾經歷神的同在和所賜下的平

安，並藉此機會珍惜及享受與神獨處的

機會，更多的認識神和自己，亦可以與家

人建立更好的關係。

為新冠肺炎疫情代禱事項11:15 午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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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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主日－今日是主餐主日，已受浸的弟
兄姊妹請在家中自行準備餅和葡萄汁，於

網上崇拜播放中牧師帶領時一同參與。

2. 今日主日學課程－可登入教會網址
h�ps://vcbc.ca/cc，於首頁的「教會活動」 
欄下點擊「主日學課程」即可。

3. 網上祈禱會－教牧同工將於教堂關閉期
間舉辦每週兩次的網上祈禱會，讓會眾可

透過 Zoom 應用程式一同參與。
時間如下：

Þ 逢週三晚上 9:00
Þ 逢週五早上 10:00
方法：請登入教會網址 h�ps://vcbc.ca/
cc/prayer-mee�ng/ 找到 Zoom 的連結，
點擊後輸入密碼便可參與。密碼可致電教

會辦事處索取、或以電郵聯絡何玉英傳道

(ritaho@vcbc.bc.ca)。
4. 受苦節崇拜－將於本週五晚 8:00 網上直
播，屆時請登入教會網址點擊相關連結，

方法與登入主日崇拜直播相同。

5. 健康及安全委員會最新通訊－今期通訊:
「防止新冠病毒擴散的 5 個實用步驟」，
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首頁「最新消息」欄。 

6. 聘請啟事－本會誠意聘請「多媒體及影音
臨時助理」一名 (Temporary Multimedia & 
Audio/Visual Associate)，負責教會事工這方
面的需要。詳情瀏覽教會網址聘請啟事內

工作職責說明。有意者請將有關經驗電郵

至 info@vcbc.bc.ca。申請截止日期：
2020 年 4 月 6 日。 

粵語早堂
8:15

粵語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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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崇拜
9:40

國語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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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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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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