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1月 22日
講題：妥協之危   

經文：列王紀上 11:1-7；腓立比書 2:14-16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妥協

一、妥協的含意

· 雙贏的妥協 

· 得罪神的妥協 

二、妥協的成因與後果

· 羅得：貪圖利益；失去見證 

· 所羅門：靈性軟弱；走向敗壞 

三、不妥協的特質

· 持守站穩真理

· 信靠神的應許

· 與神緊密關係

· 清楚人生方向

· 只求得神稱許

思想問題：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我們正面對種種的衝

擊，文化、道德、政治及宗教的衝擊。

· 我們怎樣能夠依舊站在神的真道上，一

生不妥協呢？

· 我們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還是一個不

妥協的勇士呢？

宣   召

詩篇 105:1-3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聖哉，聖哉，聖哉

全地至高是我主

禱 告

十架為我榮耀 

沒有一名如此寶貴（小組獻詩）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列王紀上 11:1-7；腓立比書 2:14-16  

證   道

妥協之危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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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2

U 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在歐、美現正步入或

爆發第二、第三波的感染情勢 甚至加

拿大亦日趨嚴峻。求神保守眾教會及弟

兄姊妹 在面對這疫情衝擊時，有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夠用的恩典來迎

向每一天。

U 求神激勵祂的眾兒女為世人求平安，並

且有勇氣與膽量向人：宣講神的平安與

救贖福音；宣告我們這位創天造地的神

必定會按祂的主權和時間 按祂的慈

愛 憐憫與恩典，逆轉每個大大小小的

患難與困境 因為神仍然坐著為王，在

祂裡面並沒有難成的事。（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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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堯傑弟兄

代禱事項（續）：

U 求神恩賜凡屬祂的人，都有屬靈的智慧

與悟性，曉得任何患難與困苦臨到時，

要問的不是「神啊！為甚麼？」，而是

「神啊！我們可以為祢做甚麼？」



1. 同工消息－黃心朗牧師於明日起放假一
週，請為牧師身心靈都能得著歇息代禱。

2. 會友伍菁薇的母親伍譚慕貞於上週安息
主懷，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

3. 關顧部講座：「危難的準備」－將於 11 月
28日週六下午 1:00-3:00在網上進行，講員
為盧健恆牧師 (Open Door Community Min-
istries)，他將會讓大家加深對危難的認識，
並學習如何幫助在危難中的人，也會介紹本

地援助服務。鼓勵弟兄姊妹參與，查詢及報

名請於 11 月 25 日前以電郵聯絡關顧部
(caringdepartment@vcbc.bc.ca)，以便將講座
的連結轉發給各參與者。如有弟兄姊妹無法

上網參與，也歡迎用電話形式參加，請向教

會辦事處報名 (604-325-6314)。
4. 平安夜網上歡聚－聯誼部將於 12 月 24 日
聖誕前夕 8:30-9:30 舉辦網上歡聚，內容包
括有錄影片段、有獎問答遊戲、分享等，藉

此機會與大家相見和聯誼，一起歡渡聖誕。

歡迎屆時登入下列 Zoom 平台連結參與：

h�ps://us02web.zoom.us/j/81163658960。另外

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傳送個人或家庭近照，在

平安夜崇拜中分享（建議可做平安、喜樂、

和平、仁愛等手語），藉此互相問安和祝福!
請將照片傳送到 vcbc50@vcbc.bc.ca。

5. 今年聖誕節期聚會一覽：
(1) 1 1 月 2 9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一
主日崇拜（盼望）；

(2) 向教會鄰居派贈聖誕咭、月曆和福音
單張（註：因最新疫情規限關係，派贈

日期需作更改，詳情容後公佈）；

(3) 派贈聖誕禮物給會眾（註：因最新疫情
規限關係 派贈日期需作更改，詳情容

後公佈）；

(4) 代表教會向在家長者慰問及送上新年月
曆和聖誕禮物包（註：因最新疫情規限

關係，派贈日期需作更改，詳情容後公

佈）；

(5) 1 2 月 6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二主
日崇拜（和平）；

(6) 1 2 月 1 3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三
主日崇拜（喜樂）；

(7) 1 2 月 2 0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四
主日崇拜（仁愛）；

(8) 1 2 月 2 4 日晚上 7:30-8:30 －平安夜
崇拜，主題為：「紛亂中的喜訊」；

(9) 1 2 月 2 4 日晚上 8:30-9:30 －平安夜
網上歡聚。

6. 聯合福音使團－捐獻款項可直接寄送

(h�ps://www.ugm.ca/donate/) 或最遲今
日以網上奉獻或支票交教會差傳基金（請

註明是捐獻給 UGM 聯合福音使團）。
7. 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1)請
於 11月 30日前將 2021年度新財政預算交
予財務部；(2) 於 12月 15日前將貴部本年
度之事工報告交到或電郵至教會辦事處收

(info@vcbc.bc.ca)；(3)本年度各部開支須於
2021年 1月 3日前遞交財務部。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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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30-11:00

姊妹班

A、C及 D班

上午 9:30-11:00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弟兄班

上午 9:30-11:00 / 
下午 3:00-4:30

B 班

上午 9:1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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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省府剛公佈的最新公共衛生指令，

教會董事會決定即時起全面關閉教堂，

直至省府有進一步的指示。期內所有同

工及必要的事工人員將繼續在家中遙距

工作。多謝大家的諒解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