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8月 30日
講題：新常態系列第七篇：在亂世中自我陶醉   

經文：路加福音 10:25-37  
講員：黃心朗牧師

「不要浪費這次疫情 」是甚麼說話！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 

1. 答案正確，但問題錯了 

· 做甚麼才可承受永生？誰是我的鄰舍？ 

2. 以色列的鐵三角組合 

· 若我接觸這個人，我會怎樣呢？ 

3. (好) 撒瑪利亞人 

· 若我不接觸這個人，他會怎樣呢？ 

新常態：重作好鄰舍 

宣   召

詩篇 108:3-5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永恆國度

獻給我天上的主  

懇求聖靈充滿我

請差遣我

禱 告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路加福音 10:25-37 

證   道

新常態系列

第七篇：在亂世中自我陶醉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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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8.30

U 為仍然不明朗的疫情禱告，求神幫助

我們不要掉以輕心，仍須謹慎，持續

為自己和他人的安康著想；又求神憐

憫和醫治受到感染的病者。

U 為神的榮耀與權能讚美祂；地上的混

亂並不減少神的尊榮與美善。

U 為我們有一個愛神愛人的心、能在地

上榮耀主名禱告；並為教會肢體的平

安和靈命成長禱告。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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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wong@vcbc.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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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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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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員： 黃心朗牧師

主席/領詩： 謝子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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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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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最遲於明日回覆，告

知所選擇能出席的日期。

2.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普及神學證書課程「聖
經出現和留存的歷史」－將於 9 月 26 日
及 10 月 3 日週六下午 1:00-4:00，及 10 月
17 日週六下午 1:00-5:00，共分三節在網
上舉行，由杜錦滿博士講授。本會會眾可

免費以證書學生或旁聽生身份報讀 ( 費用
由教會支付)。報名及查詢可電郵培育部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報
名請提供中/英文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
教會截止報名日期為：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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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籌劃小組能準確地預算參與的人數。

報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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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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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入報名表格 h�ps://bit.ly/2020summercon。
5. 英語堂主辦信徒靈命成長課程 Total Growth 
Discipleship Course－於 11月 4日至明年 5
月 26 日舉行，由陳明斌牧師以英語網上講
授，報名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最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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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6,957.00 46,992.88 (21,221.01)
差傳 18,053.00 13,266.59 (39,964.74)
愛心 2,350.00 0.00 (4,548.02)
擴堂 2,410.00 926.08 26,99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