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0年 12月 20日
講題：讓愛不停流轉      

經文：約翰壹書 4:7-16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愛是甚麼？甚麼是愛？

一、神是愛的源頭（7-10）

1. 愛是由神而生

2. 神愛人的明證

二、顯出愛的動力（11-16）

1. 藉彼此相愛反映神愛

2. 源自聖靈內住實踐愛

3. 生活見證宣講神的愛

總結：

神如此愛我們，祂吩咐我們要彼此相愛，

在生活中活出愛的見證。當努力同心的讓

神的愛不停流轉，使更多人得著神的愛，

繼續不段的讓愛流轉。

宣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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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第四枝蠟燭：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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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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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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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求神藉著我們的生命見證，在聖誕節

期間將神的愛傳揚，使人得著神的愛

與恩典。

U 求神幫助我們能夠用不同方法來祝福

那些因聖誕節期而有壓力的人，特別

是那些缺乏、不安及孤獨的人。

U 祈願我們在往後的日子繼續經歷神豐

盛的恩典及供應，並常存感恩的心回

應神的愛與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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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節第四主日崇拜

仁 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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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相關連結進入。

聚會中將分享由弟兄姊妹傳來的個人及家

庭近照，請邀未信親友參加 (註：於上週截
止前傳來的照片已製成影帶，謝謝大家！)

2. 平安夜網上歡聚－聯誼部將於 12 月 24 日
平安夜崇拜後 8:30-9:30 舉辦網上歡聚，內
容包括錄影片段、有獎問答遊戲及分享等。

歡迎屆時登入下列 Zoom 平台連結參與：

h�ps://us02web.zoom.us/j/81163658960，或
致電 778-907-2071，鍵入 81163658960 #,#。

3. 團契領袖交流訓練會－身為團契的團長、
副團長、或核心的團契領袖，忠心的在團契

中服事，必定希望能更有果效的帶領團契。

團契部和牧者希望通過分享、討論和訓練，

與各位團契領袖一起學習和交流，對以下的

課題有更深的了解：團契的目標是什麼？

團契應該如何達成目標？要如何使弟兄姊

妹在團契中一起成長？在設計團契節目時

有什麼需要考慮的嗎？怎樣促進弟兄姊妹

一起加入服事？團契領袖交流訓練會共七

堂(每堂兩小時)，由明年 1月起每個月第四
個週六下午 1:00-3:00 上課，由羅天恩傳道
帶領講授，誠邀各團契領袖出席！報名詳情

請登入 h�ps://forms.gle/xfWxBg5u751R83w58，
報名後將提供 Zoom網址和課堂資料。

4. 以斯帖婦女團契－ 2021 全年聚會內容請
參教會網頁 vcbc.ca/cc/Esther-Fellowship，
其中個別月份會有專業人仕主持的脊骨、

關節、以及抑鬱症之認識和護理講座，並

有遺產稅務策劃之資訊分享，鼓勵婦女們

邀請親友一同參加(包括未信主的)，查詢
請電郵 womensdept@vcbc.bc.ca。

5. 婦女查經班－(A)班將由明年 1 月 15 日起
復課，於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個週五上午

10:00-11:30 在網上 Zoom平台上課，由梁
陳佩玉姊妹帶領，主題為：「基督品格」；

(B)班則於明年 1 月 8 日起每月的第二及
第四個週五下午 1:00-2:30 在網上上課，
由何玉英傳道帶領，主題為：「投靠在耶

和華的翅膀下」，誠邀婦女們參加，報名

查詢請電郵 womensdept@vcbc.bc.ca。
6. 由明年 1月開始，每逢主日崇拜完畢，有教
牧及長執留守跟會眾一起祈禱。若會眾有禱

告需要，請點擊網上崇拜螢幕右下方的「代

禱需要」鍵，即有同工與你聯絡安排。

7. 主日學 2021 年 1-3 月份課程－主題為：
《認識福音書─與耶穌同行》，由 1 月 3
日開始，每主日早上在網上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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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 Zoom網上連結。課程簡介：『

班別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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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65,837.00 56,508.70 30,283.79
差傳 33,169.09 19,750.00 (39,914.45)
愛心 1,515.00 300.00 (3,653.02)
擴堂 3,735.00 1,216.67 32,05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