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1年 2月 14日
講題：在壓力中持守所信的

經文：啟示錄 2:8-11
講員：羅天恩傳道

引言：最年輕的諾貝爾得獎者、加拿大的榮譽

公民

大綱：

1.  經歷患難艱苦的士每拿教會 

· 我們的生命在神裡面

· 因為敬畏神而受磨練

2.  在壓力中持守的士每拿教會

· 在神的國裏的患難及忍耐

· 持守信仰中所面對的壓力

3.  主耶穌安慰鼓勵士每拿教會

· 我們面對壓力是因為我們靠近耶穌

· 我們面對壓力是因為我們被試煉

· 我們受壓逼的掌控權在於耶穌

· 耶穌給予我們的兩個應許

思考問題：

1. 你感受到信仰所帶給你的壓力是什麼？

2. 你在這世代的洪流中妥協附和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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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為普世信徒的

信仰純正和對歪理的辨別禱告。

U 為墨西哥 Chimalhuacan/La Paz 地區
的教會禱告，求神在他們已有十二位

牧者因感染疫症而離世的哀傷下，能

得著安慰，並能繼續堅定為主去服事

社區，見證基督。

U 為教會內的獨居長者禱告，求神保守

他們的心懷，並得著弟兄姊妹適切的

關懷。

U 為緬甸在政變後的緊張狀態禱告，求

神憐憫，讓事件能在和平的方式下得

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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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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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登入

h�ps://forms.gle/aFEeibYyw3YXyTzG6， 查 詢
請電郵ma_susan@hotmail.com 聯絡 Susan
姊妹。報名截止日期： 2 月 14 日。

2. 基要信仰要義培訓－培育部將於每雙月份
最後的週一早上 10:00-11:30 在 Zoom舉行
共 12 次的基要信仰要義培訓。誠邀所有主
日學教師、聖經教導者、團契培育(靈修)及
有心志認識基本基督教神學要義的弟兄姊

妹參加。課程內容以溫浸的「信仰要義」為

骨幹，共分 12個主題，希望透過這個培訓，
讓負責教導聖經真理的弟兄姊妹能清楚認

識基本浸信會神學體系，穩立於真道上，並

明辨異端異教的錯誤和偏差。第一次的培

訓將於 2 月 22 日週一舉行，由黃心朗牧師
教導，課題為「聖經」。報名請以電郵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請提供
中英文姓名、聯絡電話及電郵地址）。課程

備有錄音，如未能出席網上培訓，請電郵報

名索取錄音連結。詳情請參閱有關網頁。

3. 溫浸詩歌分享頻道－第三集現已上載至教
會網頁及 YouTube “VCBC溫浸頻道”。每集
約為十分鐘的短片，通過不同的形式，分享

新、舊詩歌，歡迎大家收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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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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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