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0 月 17 日

主日崇拜

講道大綱
1. 會友常務會議－將於 10 月 24 日下午

由黃心朗牧師講授。已報名的弟兄姊

1:30 透過網上 Zoom 平台進行。請所

妹請於當日開課前 10 分鐘登入。如有

有欲參與會議的本會註冊會友於 10 月

查詢請聯絡培育部 (ND@vcbc.bc.ca)。

20 日前向教會辦事處登記（電郵：
info@vcbc.bc.ca），我們將直接以電郵

5. 主日學 2021 年 10 至 12 月份課程－
本年度最後一季的主日學將由 10 月

送上正式會議議程、上次會議記錄、及

17 日起仍在網上進行。為配合新的

登入今次會議的 Zoom 連結。請留意

實體崇拜時間，各班主日學上課時間

· 十四組對比，七個類別

會議所有的表決都將以電子形式進行

需作以下調整： A 班改 8:30，B 班改

· 傳道者是否提倡宿命論

及記錄。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本會四

9:00，C 班改 8:45，D 班仍為 9:15，

位正、副主席中任何一位。註：會議議

E 班改 9:00，初信成長班改為 9:00，

程及行政主任候任人的簡介現已張貼

弟兄班改 8:45，姊妹班改在週五晚

於前廊壁報板和上載至教會網頁。

7:30 舉行。課程簡介：《以斯拉記》

2. 2022-2023 年度教會領導小組、部門、
及委員會提名名單－請參閱前廊壁報

是舊約以色列民族的重要歷史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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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事之無常
· 世事的複雜與無常
· 不由人來定奪
3. 生命的盼望

它記載了兩段回歸的重要時期，分別

板、或登入教會網頁點擊節略版會議

為：首批由所羅巴伯帶領的回歸子

· 接受人的限制

議程。提名名單將於 10 月 24 日的會

民（1-6 章）；和六十年後由以斯拉帶

· 投入神宏大的主旋律

友常務會議中表決確認。請為各候選

領的回歸子民（7-10 章）。從以斯拉

人的事奉心志代禱。

記中，讀者可以了解到重建聖殿的工

3. 教會中、英、國語堂領袖簡介會－將於

程、各支派要聯合作工的需要和挑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11 月 6 日 上 午 9:30-11:00 在 網 上

戰、重建工程中所遇到的怠惰、和以

奉獻禱告

Zoom 平台進行，請所有 2022-2023 年

斯拉回歸後所帶出的靈性復興。以斯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度各部門、委員會及事工領導和成員，

拉記充分顯出神在歷史上的奇妙帶

並各長執領袖及教牧同工屆時參與。
請於當日準時登入 Zoom 網上平台後

領，並凸顯了人對神順服和委身的重
要。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主日學課程

鍵入 Mee ng ID# 813 7061 5519。

簡介及班別詳情。報名：舊主日學員

4. 基要信仰要義培訓課程－第五課將於

請直接向現任教師報名及領取 Zoom

10 月 25 日週一上午 10:00-11:30 在網

網上上課連結；新學員請電郵

歡迎 • 報告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上 Zoom 平台進行，課題為：「人」，

ND@vcbc.bc.ca 聯絡培育部、或致電
教會辦事處報名。

6. 教會重啟！－粵語堂重開實體崇拜，
最初階段人數上限定為 50 人 （事奉

9. 第 一 屆 加拿 大 華人 基督 徒 網 上冬 令
會－將於 12 月 31 日至 1 月 2 日在網

人員除外），崇拜時間改在上午 11:30。

上舉行，主題為：「加減承隨」，分粵

回來教會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須預先

語、英語、青少年及兒童聚會，並設特

上教會網頁登記（亦可於辦公時間致

備節目，費用全免，請登入網址

電教會辦事處代辦），額滿即止。此外，

www.cccwc.ca 瀏覽詳情及報名辦法。

每次到教會前均須填報一份申明有否

10. 教會聘請啟事－本會誠聘「全職多媒

任何疫病症狀的表格，並且在教會內

體及影音助理」一名 (Full- me Mul -

必須全程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及

media & Audio/Visual Associate)，負責

遵守其它防疫措施，以保障大家安全。

幫助教會推展與提供多媒體及影音技

而暫時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則

術，以應教會各部門及事工在這方面

可透過網上的現場直播或以電話同步

上的需要。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誠

參與崇拜（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相關

聘」欄內的工作職責說明。有意者請將

連結）。

有關經驗電郵至 info@vcbc.bc.ca，申請

7. 溫浸詩歌分享頻道－第十三集：「只

主日崇拜
2021.10.17

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31 日。

11:30 午堂崇拜

因有祢在」現已上載至教會網頁「網上
資源」選項中的「詩歌分享頻道」、及

講

在 YouTube 的「VCBC 溫浸」視頻。每

員： 黃心朗牧師

一集詩歌分享短片約十分鐘，以不同

主席/領詩： 陳宣奇弟兄

形式分享新舊詩歌，歡迎自己及推介

司

親友收看。

代禱事項：
U

感謝神教會已開始實體崇拜，
聚會過程安排順利。求神鼓勵
眾弟兄姊妹珍惜回教會的機
會，同心讚美敬拜神。

U

感謝神的恩典，從疫情開始，以
視像形式的主日學人數不斷增
加。求神繼續藉著主日學課程，
讓弟兄姊妹認識、明白及遵行
神的話，信仰生活化。

U

感謝神為教會明年新架構預備
了合適的人選參與事奉。求神為
有需要的部門及事工預備適當
人選。求賜下合一的心，同心獻
上最好，回應神無窮無盡的恩
典，榮耀神、造就人。

琴： 潘張英明姊妹

8. 代禱需要－每週主日崇拜後會眾若有

代禱需要，可於網上崇拜螢幕上點擊
「代禱需要」鍵、或致電教會辦事處
604-325-6314 內線 125，同工即會安排
一位教牧長執與你聯繫，為你禱告。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7474 Culloden Street
Vancouver, B.C. V5X 4K2
604.325.6314
info@vcbc.bc.ca
www.vcbc.ca

張天存牧師 創會牧師
黃心朗牧師 副主任牧師 粵語堂帶領牧師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samwong@vcbc.bc.ca

ritaho@vcbc.bc.ca

jonathanloh@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英語堂新生代事工傳道
brianlee@vcbc.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