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1月 29日
講題：從深處等候神    

經文：詩篇第 130篇
講員：余加駿弟兄

I. 引言

為何要等候？ 

II. 內容

1. 傷心絕望的求告 (v1-2) 

2. 誠心省察的敬畏 (v3-4) 

3. 靜心忍耐的等候 (v5-6) 

4. 信心依靠的仰望 (v7-8) 

III.結語

130:5：「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
也仰望祂的話。」

宣   召

詩篇 62:5-7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榮耀歸於真神 

天使歌唱在高天 

以馬內利 

介紹將臨節及祈禱

點燃第一枝蠟燭：盼望 

小組獻詩：祢是君王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詩篇第 130篇

證   道

從深處等候神 

余加駿弟兄

回應詩歌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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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9

U 求神讓聖靈復興我們，復興我們的教

會，復興我們的國家。

U 求神憐憫，第三波的 COVID-19正在全

世界擴散 求神醫治這地 為疫情中

受影響的肢體禱告 求神保守看顧

讓他們得到適切的幫助及支援。

U 求神保守教牧同工身心靈健壯，賜智

慧與愛心給教會各部的弟兄姊妹，一

同努力建立神的教會，牧養主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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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領詩： 劉曾向芝姊妹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2020 年 11 月 29 日

將臨節第一主日崇拜

盼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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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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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月 6 日上午 11:15 －將臨節第二主
日崇拜（和平）；

(3) 1 2 月 1 3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三主
日崇拜（喜樂）；

(4) 1 2 月 2 0 日上午 11:15－將臨節第四主
日崇拜（仁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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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2 月 2 4 日晚上 8:30-9:30 －平安夜網
上歡聚。

教會原定於聖誕期間派贈聖誕禮物的計劃，

現因最新疫情規限關係，需作以下改動：(1)
在教會停車場派禮物給會眾的計劃須擱置；

(2)向鄰居派禮物行動改至 12 月 12/13 日；
(3)向居家的長者送上慰問及禮物包改至 12
月 5 日後開始，視乎義工本身時間表而定，
請長者們最遲明日致電辦事處報名登記。

此外，聖誕靈修小冊子現已上載至教會網頁

供大家閱覽及下載。

3. 聯合福音使團－教會差傳基金共收到
$8,850.00 捐獻給聯合福音使團的聖誕節禮
物籃及聖誕餐計劃，多謝弟兄姊妹的愛心。

4. 平安夜崇拜－於 12月 24日週四晚 7:30-8:30
在網上舉行，主題為：「紛亂中的喜訊」。屆

時請登入教會網頁，點擊相關連結即可進入。

另外，誠邀弟兄姊妹傳送個人或家庭近照，於

平安夜崇拜中分享，藉此互相問安和祝福！

建議可做平安 喜樂、和平、仁愛等手語；照

片請傳送到 vcbc50@vcbc.bc.c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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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連結一同參與： h�ps://
us02web.zoom.us/j/81163658960。

6. 兒童事工JCKidz聖誕節短片－家長們如有興
趣參與，請瀏覽 JCKidz.wixsite.com/home。 

7. Compassion Canada兒童在疫境中的近況－ 
Compassion Canada 將於 12月 10日週四下午
5:00舉行 Zoom網上聚會，屆時將講述贊助兒
童及當地的情況。聚會以英語進行，並提供粵

語翻譯。鼓勵大家，特別是有贊助兒童的弟兄

姊妹參加。請於 12月 6日前向教會辦事處登
記姓名、電郵地址和電話號碼，領取連結。

8. 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1)請最
遲於明日將 2021 年度新財政預算交予財務
部；(2) 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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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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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歲 

青少年主日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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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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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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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弟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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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00-4:30

B 班

上午 9:15-11:00

兒童主日

培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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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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8,849.00 58,668.33 20,955.49
差傳 11,000.00 13,800.00 (53,333.54)
愛心 2,260.00 300.00 (4,868.02)
擴堂 3,700.00 1,028.73 29,53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