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 召

日期： 2021 年 1 月 10 日
講題：起初的愛
經文：啟示錄 2:1-7
講員：羅天恩傳道

耶利米哀歌 3:23-25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歡欣，感謝神
因著信

引言：

主日崇拜

祈 禱

那些年 ...

神恩典夠我用

大綱：
1. 稱許與責備：

2021.1.10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 耶穌知道我們的辛勞
· 我們卻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2. 起初的愛：

啟示錄 2:1-7

證 道
起初的愛

· 專注的愛
· 切慕的愛
· 討對方喜悅的愛

羅天恩傳道

回應詩歌
神恩典夠我用

3. 重拾起初的愛

· 回想
· 悔改
· 行起初所行的事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思考問題：
1. 回想你剛信耶穌的那一刻，那份對主耶

奉獻禱告

11:15 午堂崇拜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講

歡迎 • 報告

主席/領詩： 劉曾向芝姊妹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穌的愛。
2. 耶穌對我們說「重拾起初的愛」，你的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回應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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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U 求神保守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在這新的

一年，滿有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和
沛臨的恩典來迎向每一天，無論是順境
抑或逆境，都持續專心倚靠神，讓神指
引每一步當行的路。
U 求神激勵祂的眾兒女，無論身處在任何
一個角落，都能夠「活出愛」，不單成為
別人的祝福，並且讓人看得見他們背後
那一位所信靠滿有慈愛、憐憫、恩典的
神，進而認識神、尋求神、歸向神。
U 求神使用醫學專家所陸續研發及生產出
來的藥物，不單能夠有效控制疫情的爆
發及蔓延，並且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1. 代禱需要－每逢主日崇拜完畢，有教牧及

5. 婦女查經班－(A)班由 1 月 15 日起復課，

長執留守跟會眾一起祈禱。若會眾有代禱

於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個週五上午 10:00-

需要，請點擊網上崇拜螢幕右下方的「代禱

11:30 在網上 Zoom 平台上課，由梁陳佩玉

需要」或「Request Prayer」鍵，即有同工與

姊妹帶領，主題為：「基督品格」；(B)班

你聯絡安排。

則於 1 月 8 日起每月的第二及第四個週五

9:40am

姊妹班

道帶領，主題為：「投靠在耶和華的翅膀

透過網上 Zoom 平台進行，先舉行會友常

下」，誠邀婦女們參加，報名查詢請電郵

上午 9:30-11:00

務會議，之後隨即舉行會友年會，請本會

womensdept@vcbc.bc.ca。

註冊會友預留時間參加，並留意下主日公

6. 以斯帖婦女團契－ 2021 全年聚會內容請

佈之報名詳情。此外，會議議程（節略版）

參教會網頁 vcbc.ca/cc/Esther-Fellowship ，

將於下主日登上教會網頁。

其中個別月份會有專業人仕主持的脊骨、

3. 團契領袖交流訓練會－身為團契的團長、

關節、以及抑鬱症之認識和護理講座，並

副團長、或核心的團契領袖，忠心的在團契

有遺產稅務策劃之資訊分享，鼓勵婦女們

中服事，必定希望能更有果效的帶領團契。

邀請親友一同參加(包括未信主的)，查詢

團契部和牧者希望通過分享、討論和訓練，

請電郵 womensdept@vcbc.bc.ca。

與各位團契領袖一起學習和交流，對以下的

7. 鑑於省政府最新的公共衛生指令，本會教堂

課題有更深的了解：團契的目標是什麼？

仍須處於全面關閉階段，直至省府進一步的

團契應該如何達成目標？要如何使弟兄姊

指示。期間所有同工及必要的事工人員仍繼

妹在團契中一起成長？在設計團契節目時

續在家中遙距工作，多謝大家的諒解和合

有什麼需要考慮的嗎？怎樣促進弟兄姊妹

作，並請經常留意教會網頁有關最新消息及

一起加入服事？團契領袖交流訓練會共七

各網上聚會的詳情。

堂(每堂兩小時)，由 1 月起每個月第四個週

4-11 歲
兒童主日學班
上午 9:40,11:15

下午 1:00-2:30 在網上上課，由何玉英傳

A、C 及 D 班
上午 9:30-11:00
認識福音書─與耶穌同行

培育部
主日學
網上上課

就業青年
年青家庭, 成人, 夫婦, 婦女

B班
上午 9:15-11:00

週五 7:30pm
週五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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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詩班

第四週六, 如當月獻詩, 則第二、第四/五週六 3pm

教會祈禱會

後將提供 Zoom 網址和課堂資料。

週六 10:30am

小組查經班 (讀書會)
婦女查經班 A

週四 7:30pm
第一、三週五 10:00am

婦女查經班 B

第二、四週五 10:00am

4. 2020 年度個人奉獻報稅收據－將於 2 月

福音英語會話班

週一、三 9:30am

印發，會眾可選擇以郵寄或電郵傳送

男士小組
讚美操示範

第二主日 3:30pm
週三 11:50am

，留下你的郵寄

地址或電郵地址，註明郵寄或電郵傳送。

團契生活

週六 5:30pm

敬拜小組
成人詩班

入 h ps://forms.gle/xfWxBg5u751R83w58，報名

會辦事處

上午 11:30

P2G 兒童家庭詩班 (4-11 歲)

敬拜讚美

宣教佈道

7-12 年級
青少年主日學班

上午 9:30-11:00

先鋒兒童團契 (4-11 歲)

講授，誠邀各團契領袖出席！報名詳情請登

或電郵教

兒童主日

弟兄班

青少年英語團契 (6-12 年級)
高中及大專學生

六下午 1:00-3:00 上課，由羅天恩傳道帶領

方式收取 請致電

上午 11:00

上午 11:15

9:40am

2. 2021 年 1 月份會友常務會議及 2021 年度
會友年會－將於本月 31 日主日下午 1:00

JCkids 兒童崇

0-3 歲 幼兒託

靈性造就

老人院探訪福音工作

詳情請向樂齡部 Joana 查詢

樂齡同樂日婦女早晨

週二 10:00am

每週團契
及定期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