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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於秋季的三個節日

1.  贖罪日 (Yom Kippur)：最神聖的一天
· 贖罪的基礎：神願赦罪及人願悔改

· 猶太傳統認為始於摩西的代求 (出 34)

2.  兩個傳統：先知與祭司
· 祭司的重點：潔淨 (tahara)
· 先知的重點：悔改 (teshuva)

3.  兩隻羊
· 一隻歸與耶和華 (赦罪) 
· 一隻歸與亞撒瀉勒 (除罪) 

4.  贖罪日對信徒的意義 
· 打破自義和受害者情意結

· 自我的釋放及成長

· 增加道德勇氣

主耶穌：贖罪日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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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為疫情感染疫例增多使到在前線的醫護

人員倍加辛勞禱告，求神賜他們健康身體

可以幫助病人的同時又不易受到感染。

U 為教會 10至 12月的主日學課程禱告，求

神藉著聖經真理的教導，祝福主日學老師

及參與的學生，扎根在神話語中，並且生

命得著更新，在生活中能見證榮耀神。

U 為各部門需要計劃明年的活動和財政預

算禱告，求神賜智慧給部長與部員，能在

不知明天如何的情況下，仍能忠心計劃、

隨時作好準備迎接疫情後的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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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友 Connie Cheng姊妹的父親於上主日安
息主懷，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 

2. 主日學10-12月第四季課程－今日起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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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會友 Benjamin Ng 及 Cindy Hsieh 將於本
週六舉行婚禮，謹此祝賀一對新人，此後

在主的愛裏共同過著豐盛美滿的生命。

4. P2G 兒童家庭詩班－將於本月 18 日恢復
定期練習，定每月第一及第三個主日下午

1:30-2:15 透過 Zoom平台於網上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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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聯絡
Richard (vcbc.children.choir@gmail.c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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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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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外消息：

1. 第 48 屆大溫哥華研經培靈會－將於本月
22-25 日每晚 7:30 在 YouTube直播，主題
為：「入世而不屬世的與神同行」，由陳

琛儀牧師主講（粵語講道，國語翻譯）。

詳情請瀏覽 h�ps://bit.ly/vcem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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