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9月 27日
講題：嫉妒之害   

經文：出 20:5；雅 3:16；路 12:48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一則新聞  

一、嫉妒或妒忌（jealousy）的意思

· 嫉妒與忌邪

二、嫉妒的害處

· 害人害己；失去良知；制造事端；

失去理智；破壞關係

三、嫉妒的出路

· 多給多要；各作肢體；世界過去；

忠心管家；生命可貴

結論：

您覺得您是怎樣的人，您就是怎樣的人。

人心裡的想法，決定現在的生活方式和態

度，因此不要嘗試改變環境，乃是要改變自己

的心境。

宣   召

以賽亞書 6:3 下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聖哉，聖哉，聖哉  

全地至高是我主 

親愛耶穌  

禱 告

祢最喜悅的敬拜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出埃及記 20:5；雅各書 3:16；路加福音 12:48

證   道

嫉妒之害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祢最喜悅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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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9.27

U 為世人能得著基督的愛禱告；為

教會能在得時不得時都竭力見證

神禱告。

U 為疫情中還須上學的學生和老師

禱告；求神保守各校園不會成為

疫病爆發的地點。

U 為疫情中受影響的肢體禱告，求神

保守看顧他們能得到適切的幫助

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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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子諾弟兄



1. 主日學10-12月第四季課程－將研讀舊約

《那鴻書》、《哈巴谷書》及《西番雅書》，

每主日早上在網上進行。舊學員請直接向

現任教師報名，新學員請電郵培育部

ND@vcbc.bc.ca、或致電教會辦事處報名，

以便取得 Zoom 的上課連結。班別詳情請
瀏覽教會相關網頁。課程簡介：『沒有一

個先知是對著空氣說話的。他們都是有特

定的宣講對象，而這些對象則把先知的信

息置身於歷史的獨特場景中。了解先知們

的當代場景，便能掌握信息的本意，使後

世的讀者不至於誤解或擅解神的啟示。今

季教導的這三卷較為「冷門」的書卷，有

著共同的主題：不義者的結局。那鴻的對

象是亞述、哈巴谷針對的是巴比倫、而西

番雅的對象則是猶大。當我們持續看見社

會不義時，這三卷先知書便有助我們以神

的角度剖析世情。』 

2. 主餐主日－下主日為主餐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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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2G 兒童家庭詩班－由 10 月開始至明年
6 月恢復定期練習，疫情期間將透過網上
Zoom 平台進行：小學組每月兩次主日，

幼兒/學前組每月一次主日。誠邀有興趣
參加的家庭登入網上報名表格 http://bit.ly/

p2g-registration-2020-21 或電郵聯絡 Richard 
(vcbc.children.choir@gmail.com)。

4. 祈禱會－每週兩次透過 Zoom 網上平台進
行，亦可以通過電話參與。時間為每週三

晚上 8:30 及每週五早上 10:00。詳情請參
閱教會相關網頁，或致電教會辦事處查詢 

(604-325-6314)。請留意：本週三及週五

的祈禱會將特別為患有白血病的 Janelle 
小妹妹禱告。

5. 粵語堂教牧在 YouTube 教授經卷課程－
本月份由何玉英傳道帶領，查考聖經人物

路得。課程錄影可登入教會網址首頁點擊

主菜單網上查經鍵、或上網到 YouTube搜

尋 VCBC Online 頻道帳戶即可選看。

6. 以電話同步參與主日崇拜－未能於網上

收看崇拜直播的會眾可以通過電話參與。

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點擊相關連結，或致

電教會辦事處查詢 (604-325-6314)。

7. 教會堂址因新冠疫情關係仍要關閉期間，

請經常留意教會網頁有關最新運作措施

與及各網上聚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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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班

A及 B班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弟兄班

C及 D班

兒童主日

培育部

主日學
網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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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1,153.00 31,933.73 17,998.26
差傳 8,072.00 12,396.00 (44,288.74)
愛心 3,270.00 6,800.00 (8,078.02)
擴堂 3,270.00 975.34 29,28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