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7月 5日
講題：新常態系列第四篇：害命與捨命

經文：出 20:13; 利 19:14-18; 利 24:20-22; 
壹約 3:15-17 

講員：黃心朗牧師

人人都要命 All Lives Ma�er 

1. 摧毀生命的軌跡 

· 殺 傷 恨 貶 

2. 造就生命的軌跡 

· 尊重 饒恕 愛 捨己 

由不可殺人到捨己：律法至恩典的軌跡 

宣   召

耶利米哀歌 3:22-24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主恩何信實 

天地讚美 

同心合意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出 20:13; 利 19:14-18; 利 24:20-22; 壹約 3:15-17 

證   道
新常態系列

第四篇：害命與捨命 

黃心朗牧師

以領受主餐敬拜神

恪守主餐

回應詩歌

十架為我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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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5 

U 世界局勢：中美關係、中印關係、中

國洪災、新冠肺炎持續擴散等。

U 香港教會在國安法下的挑戰。

U 我們教會在新常態下的挑戰。

U 教會肢體的靈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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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領詩： 唐振權弟兄



董事會最新報告

B.C.省府於 5 月 6 日宣佈將實施一個分

階段重啟本省的計劃及其它公佈，即由 5 月

19 日起逐步放寬現有的公眾限制。教會董事

會就此作出檢討後，決定准許一些教會行政

同工嘗試以部份時間在家、部份時間在教會

的形式工作，試驗期由 5 月 20 日開始。然而

目前教堂仍須繼續關閉，各事工領導如有需

要進入教堂內，仍須事先獲得董事會（請聯絡

其中一位主席）、或教牧同工（請聯絡黃心朗

牧師）的批准。註：現階段內教牧同工仍繼續

在家中工作，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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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課程(7-9 月)－今日開始研讀《3D
研經系列》之『認識歷史書(下)─回歸信心
路』，每主日早上 9:30-11:00 在網上進行。
有意參加者請直接向現時在網上授課的

主日學教師或致電郵 ND@vcbc.bc.ca 培育
部報名，以便取得 Zoom的上課連結和實體
學員本（到教會取課本前請先致電辦事處

內線 122）。詳情請參閱教會相關網頁。
2. 假期聖經學校－本週一至五在網上進行。
請為籌備小組及參與的小朋友代禱。

3. 粵語堂教牧將繼續在 YouTube 教授經卷
課程－於 7 至 9 月份分別查考三個聖經人
物： 7月份由黃牧師帶領查考約拿； 8月
份由羅傳道帶領查考阿摩司； 9月份由何
傳道帶領查考路得。課程錄影可登入教會

網址首頁點擊上方主菜單的網上查經鍵、

或上網到 YouTube 搜尋 VCBC Online 頻道
帳戶觀看。

4. 婦女部舉辦女聲聲樂訓練班－於明晚 7:30
-9:00在網上進行，由香港導師 Janice Lau講
授現代聖詩的歌唱技巧，有興趣的姊妹請

電郵 womensdept@vcbc.bc.ca查詢及報名。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5. 讀書會－將於本月 16 日週四晚 7:30 開始
閱讀魏樂德的著作《品格的革命》，有興

趣一起閱讀者請致電 604-266-6630 聯絡
Terry 執事領取 Zoom 網聚細節。 註：列
治文種籽書室現有該書出售，只餘兩本。

6. 英語堂信徒靈命成長課程 (Total Growth Dis-
cipleship Course)－將於今年 11月至明年 5
月每週上課一晚，由陳明斌牧師以英語講

授。詳情及報名請登入教會英文堂網頁點擊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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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選讀
教會東翼一樓 E1號室

姊妹班

詩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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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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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