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1年 1月 17日
講題：客旅人生系列 第二篇：成聖客旅指南    

經文：彼前 1:13-19; 2:11-12
講員：黃心朗牧師

波斯尼亞冬天的客旅 

1.  身份： 

· 對神：順服/成聖的兒女

· 對世界：客旅與寄居

2.  客旅與寄居的意義

· 盼望的所在

· 「不效法」的生活模式

· 生活行為的福音

3.  基督教增長的啟示

· 不效法世界，才能叫世界效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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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為教會肢體的平安及靈命成長禱告。

U 為我們有一個愛神愛人的心，能在地

上榮耀主名禱告。

U 求神保守教牧同工的身心靈健壯，賜

智慧與愛心給教會各部弟兄姊妹一同

努力建立神的教會，牧養主的羊群。

U 為疫情仍然不明朗禱告。求神幫助我

們不要掉以輕心，需要謹慎，保持社

交距離，保護自己及他人。亦求神憐

憫及醫治受感染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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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工消息－(1)羅天恩傳道將於本週五起
放年假一週，請代禱。(2)教會堂務管理員
鄒治國弟兄 的母親於上週二在香港安

息主懷，享年 100 歲，教會特別批准他六
個月的無薪假期（至 6 月 30 日）回港奔喪
及辦理後事，鄒弟兄已於前日啟程，請為

他及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並請登入此

連結 h�ps://forms.gle/ptvUXRv3Ce1kBS9PA 在網

上冊留下致哀與慰問。註：於此期間所有

堂務暫由辦事處同工及義工處理。(3)教會
辦事處同工依照董事會指示，由本週起恢

復每週三至週五在教會輪流值班，會眾若

需到教會交收物件，請先行致電辦事處安

排時間，到步後請戴上口罩。各部成員若

因部門事工關係有需要進入教會處理者，

必須先行獲得主席或黃心朗牧師的同意

批准，並須遵守教會訂定的防疫措施。

2. 代禱需要－每逢主日崇拜完畢，會有教牧及
長執留守跟會眾一起祈禱。若你有代禱需

要，請點擊崇拜螢幕右下方的「代禱需要」

或「Request Prayer」鍵，即有辦事處同工回
應、並安排一位教牧長執與你聯繫。

3. 2021 年 1月份會友常務會議及 2021 年度
會友年會－將於 1 月 31 日主日下午 1:00
透過網上 Zoom 平台進行，先舉行會友常
務會議，隨後即舉行會友年會。請所有欲

參加會議的溫浸註冊會友於 1 月 27 日前
向教會辦事處登記 (電郵: )，
我們將直接以電郵送上正式會議議程、上

次會議記錄、及登入今次會議的 Zoom 連
結。請留意：會議所有的表決都將以電子

形式進行及記錄。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本會四位正、副主席中任何一位。註：會

議議程（節略版）今日上載至教會網頁。

4. 團契領袖交流訓練會－第一課將於 1 月 23
日週六下午 1:00-3:00 透過網上 Zoom 平台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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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表格、或瀏覽教會網

頁，報名後將提供網址和課堂資料。

5. 宣教佈道部與溫哥華基督徒短宣訓練中
心合辦「基礎個人佈道訓練：單元(二)」 

－將於 2 月 20 日起一連四個週六下午
2:00-4:30 在網上進行(另有 10 小時實習
時間)。第二單元的四個課題為：「主題式
見證」、「向家人傳福音」、「不同信仰」

及「職場傳福音」，由短宣中心講授，請

大家踴躍參加，為參與傳福音事工作好裝

備。本會會眾免收費用，報名詳情請瀏覽

教會網址相關連結的報名表格、或電郵

ma_susan@hotmail.com 聯絡 Susan 姊妹。
報名截止日期: 2 月 14 日。

6. 2020 年度個人奉獻報稅收據－將於 2 月
印發，會眾可選擇以郵寄或電郵傳送

方式收取 請致電 或電郵教

會辦事處 ，留下你的郵寄

地址或電郵地址，註明郵寄或電郵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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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福音書─與耶穌同行

弟兄班

上午 9: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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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