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1年 2月 28日
講題： 「勇」敢向罪說「不」

經文：創世記 39:4-10；但以理書 1:10-13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你是“Yes man” or “Yes woman”?

不敢說「不」的因由：害怕

· 被拒絕

· 破壞關係

· 失去機會

「勇」敢向罪說「不」的榜樣：敬畏神

· 約瑟靈性剛強

· 但以理心志堅定

「勇」敢向罪說「不」的能力：神同在

· 捉緊神應許

· 明白神旨意

· 信服神引領

總結：

倚靠神必得剛強，仰賴神必然得勝；

勇敢向罪惡說不，活出見證顯神恩。

宣   召

詩篇 29:1-2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聖潔的祢  

因祢與我同行 

祈 禱 

奔跑不放棄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創世記 39:4-10；但以理書 1:10-13

證   道

「勇」敢向罪說「不」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耶和華要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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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8

U 求神時刻「與我們同在」，持續賜給

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U 求神賜我們治死終日「憂慮」的心，

免給撒旦滅命的技倆得逞 。

U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祂的使者，將平

安、救贖的福音帶到未信主、不平安

的人群中，以自身的經歷，為主作美

好的見證，幫助人尋求主時，就能夠

尋見，並且得著神重價的救贖恩典。

U 求神賜給我們一顆為全球的國家、城

市、社會⋯等地方及其掌權者「求平

安」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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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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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培訓原

定於 2月 22日週一舉行，現改為 3月 1日， 
由黃心朗牧師教導，課題為「聖經」。報名

請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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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參有關網頁。

2. 以斯帖婦女團契－ 3月 6 日 週六下午 1:00
聚會為：「漫談脊骨神經預防與治療」，由

脊醫 Dr. Gary Lo主講，歡迎有興趣者參加，
報名查詢請電郵 womensdept@vcbc.bc.ca
索取聚會 Zoom連結。

3. 關顧講座－關顧部將於 3月 20 日 週六下午 
1:00-3:00在網上舉辦「如何面對 COVID-19
疫情？」講座，講員為盧春生傳道（西北溫

頌恩堂義務傳道、中信靈機輔導中心輔導

員）。內容：(1) 基督徒應如何處理恐懼、 
不安、憂慮等情緒？(2) 如何跟家人如夫婦、
兒女、兒媳等相處？查詢報名請電郵

caringdepartment@vcbc.bc.ca或致電教會辦
事處、或登入教會網站參閱教會活動欄。

報名截止日期： 3月 18日。 

4. 溫浸詩歌分享頻道－第三集現已上載至教
會網頁 vcbc.ca/cc/詩歌分享頻道、及 YouTube 

“VCBC 溫浸頻道”。每集短片約十分鐘，以
不同形式分享新、舊詩歌，歡迎大家收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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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20 年度個人奉獻報稅收據－現已印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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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親

身到教會領取，可於每週三、四、五辦公時

間到來，來前請致電教會辦事處，預先知會

同工你的姓名及奉獻號碼，以便預先準備

好 到時在門口遞給你 無需進入教會。

註：你可以代表與你住在同一地址的家人

領取奉獻收據，但若非住在同一地址，則須

先獲得他們書面同意才可代表領取，同意書

可以是一張有委託人簽署的便條、或者是由

委託人直接傳送給教會辦事處同工的電郵。

多謝合作，不便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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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37,728.00 58,525.00 (20,797.00)
差傳 3,790.00 10,800.00 (7,010.00)
愛心 1,075.00 0.00 1,075.00
擴堂 2,885.00 9,124.36 (6,23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