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8月 23日
講題：「敬而近之」  

經文：箴言 9:10，傳道書 12:13-14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敬而遠之 

一、敬畏神的解說

· 敬畏之意

· 聖賢榜樣

二、敬畏神的操練

· 應有態度－親近神

· 當有本分－謹守教訓

結論：神必審問

問題思想：

1. 試想你今天的一言一行，能否讓你坦然去

到神面前呢？

2. 「人在做，神在看」。當你有一些不適當的

想法，或者行為舉止時，神必審問的宣告

對你發揮何種作用？

宣   召

詩篇 8:1, 9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祢真偉大 

如鹿切慕溪水 

禱 告

恩典之路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箴言 9:10，傳道書 12:13-14 

證   道

「敬而近之」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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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8.23

U 為教會年青一代祈禱，求神堅固他們

的信心，立志追求真理，積極參與事

奉；並賜智慧和勇氣，面對和抗衡世

界潮流文化的影響。

U 為教會牧者和導師們祈禱，求神賜智

慧和耐心去接觸、關懷、和培育年青

一代。

U 為家中有年青子女的家長祈禱，求神

賜他們在一同相處中有愛心、忍耐，

分享個人信仰成長經歷，並藉著溝通

多瞭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內心世界。

代禱事項：

張天存牧師 創會牧師

黃心朗牧師 副主任牧師 粵語堂帶領牧師

samwong@vcbc.bc.ca
何玉英傳道粵語堂教牧同工

ritaho@vcbc.bc.ca

李俊然傳道青少年事工傳道
brianlee@vcbc.bc.ca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jonathanloh@vcbc.bc.ca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7474 Culloden Street
Vancouver, B.C.  V5X 4K2
604.325.6314
info@vcbc.bc.ca
www.vcbc.ca

11:15 午堂崇拜

講 員： 何玉英傳道

主席/領詩： 黎雷佩賢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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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胡經世夫婦的兒子 Nicholas 於昨日
與 Lauren 在澳洲結為夫婦。願神保守他
們的婚姻，並賜福這新的家庭。

2. 「基礎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一)」跟進－
感謝神讓 30 多位弟兄姊妹於 6 月份參加
了 4 堂「基礎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一)」
的課程，現宣教佈道部計劃於 9 月 5 日或
19 日下午再次邀請曾參與訓練的弟兄姊
妹一起來溫習所學到的內容與技巧，請查

看該部傳送給你們的邀請電郵，並於本月

31 日前回覆，告知所選擇能出席的日期。

3. Pioneer Clubs 先鋒兒童團契－家長們請
留意：先鋒兒童團現開始預早接受報名，

好讓籌劃小組能準確地預算參與的人數，

為教會一旦重開而作好準備。報名詳情請

瀏覽網頁： h�ps://bit.ly/pioneer21。

4. 英語堂將於 9月 1-6 日主辦網上夏令會－
主題為： Living in Times Like These，講
員為陳明斌牧師。參與者可選擇：(1) 於夏
令會期間任何時間自由下載及觀看錄影環

節；(2) 於 9月 5日週六下午及晚上登入參
看直播環節。最後一天為主日崇拜，以此結

束今次夏令會。歡迎粵語堂和國語堂的弟兄

姊妹參加，詳情請瀏覽英語堂網址、或致電

郵至 english@vcbc.bc.ca 查詢、或登入下列

報名表格:  h�ps://bit.ly/2020summercon。

5. 英語堂主辦信徒靈命成長課程 Total Growth 
Discipleship Course － 將於今年 11月至明
年 5月舉行，共 27週，每週上課一晚，由
陳明斌牧師以英語於網上講授，學員並須每

月一次與互勉小組會面。報名詳情請瀏覽英

語堂網頁 h�ps://vcbc.ca/total-growth/。
報名截止日期：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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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