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2月 6日
講題：單眼看平安     

經文：耶利米書 8:8-11；路加福音 2:13-14  
講員：黃心朗牧師

羞恥的牆 (Wall of Shame) 

平安 (Shalom) 

1.  定義： 

· 一切在應有的狀態 (OK)

· 神旨意彰顯的狀況

2.  內涵：

· 物質的豐裕與穩定 

· 各種關係的和諧

· 道德方面的正確

3.  個案分析 (耶 8:8-11) 

· 保持現況不變的粉飾平安

· 持續更新改變的真正平安

宣   召
以賽亞書 9:6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以馬內利來臨

以馬內利 

神與你同在

祈 禱 

介紹將臨節及祈禱

點燃第二枝蠟燭：平安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耶利米書 8:8-11；路加福音 2:13-14

以領受主餐敬拜神
恪守主餐

證   道
單眼看平安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天使歌唱在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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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興起我們禱告的心。

U 神是世人唯一的盼望和拯救，求神彰

顯祂的權能和榮耀，施行祂的拯救。

U 救主降生為要拯救世人，求神讓信徒

都作好準備傳這好消息。

U 在疫情期間，願信徒每天認識主更深，

與主更親密同行、愛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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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午堂崇拜

講 員： 黃心朗牧師

主席/領詩： 朱家欣姊妹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2020 年 12 月 6 日

將臨節第二主日崇拜

平安



1. 會友劉王瑪麗 (Mary Lowe) 於上月 20 日

安息主懷。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

2. 今年聖誕節期間特別活動最近消息－教

會原定於聖誕期間派贈聖誕禮物的計劃，

現因疫情規限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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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開始，派贈日期視乎義工本身時間表而定。

此外，將臨期靈修小冊子現已上載至教會

網頁供大家閱覽及下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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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大家可做一些與基督將臨期四

個主題相關的手語動作（盼望、平安、喜樂、

仁愛），照片請於 12月 12日前以電郵傳送至

vcbc50@vcbc.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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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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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最遲今日向教

會辦事處登記姓名、電郵地址和電話號碼，

以便領取連結。

6. 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1)請

於 12 月 15 日前將貴部本年度之事工報告

交到或電郵 教會辦事處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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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鑑於省政府最新的公共衛生指令，本會教堂

現仍處於全面關閉階段，直至省府進一步的

指示。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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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經常留意教會網頁有關最新消息及

各網上聚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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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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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