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粵語堂聖誕節浸禮－今天接受浸禮者

為 Rachael 楊思煒、Melody 文煥顏及

Jackie 梁悅顏（轉會）。請為她們禱告。 

2. 國語堂聖誕節浸禮－將於下主日（12

月 19 日)下午 1:30 在教會舉行。接受

浸禮者為劉淑敏和李桂萍，請為她們

兩位禱告。  

3. 聖誕聖誕花卉籌款活動－感謝大家踴

躍參與，活動已完滿結束。 扣除成本後

共籌得 $3400，款項將會平均捐贈予 A 

Rocha Canada 和 Potter’s Place Mission 

Society。 

4. 平安夜崇拜－ 12 月 24 日週 五晚 7:30-

8:30 （實體及現場直播），主題為「平

安的平安夜」。 參與方法跟參與主日崇

拜相同。實體參與人數上限仍為 100

人，請於下週主日崇拜後，到教會網頁

登記。 

5. 「感激有祢同行」年終歲守晚會 12 月

31 日晚 8:00-9:30 舉行。讓我們一起

回顧神在過去一年的帶領，數算主的

恩典。內容有 2021 VCBC 回顧短片、

讚美篇、感恩篇、禱告金句篇及互動

分享等。查詢：聯誼部或教會網站。 

Zoom Meeting ID#: 818 1052 1781。

Zoom Meeting Dial-in#: 778 907 

2071, 818 1052 1781 #, #  

6. 2022 年度獻花表－現張貼於前廊壁報

板，請在所選擇的日期旁填上你的姓

名。每份獻花為$50。 註：請在獻金封

外填上姓名、 奉獻號碼、 獻花日期及

「獻花」 二字。 如未能親自在表上填

寫，請與辦事處聯絡。 

7. 援助阿博斯福地區水災居民－會眾

如響應愛心委員會呼籲，透過教會捐

款予本省阿博斯福食物銀行，可以現

金、支票或電子轉帳進行，註明「阿博

斯福食物銀行」，支票請寫 VCBC，電

子轉帳詳情請聯絡辦事處。截止日

期：今日 (12 月 12 日)。 

8. 2022 年教會月曆－今年 送 贈精 美聖

誕 卡 及新 年月 曆予 會眾 。請 到前 廊

或 副 堂領 取， 每家 庭一 份 。  

9. 教會各部門、事工及委員會負責人請

留意－(1)請於 12 月 19 日前將貴部本

年度事工報告交到教會辦事處或電郵 

(info@vcbc.bc.ca)收；(2)各部本年度的

開支須於 2022 年 1 月 2 日前遞交財務

部。多謝合作。 

10. 粵語堂祈禱會－逢週三晚 8:00 在網上

進行（亦可通過電話參與），詳情請參

閱教會網頁或致電教會辦事處查詢。 

11. 教會實體崇拜－參與粵語堂實體崇拜

人數上限現時為 100 人（事奉人員除

外），崇拜時間為上午 11:30。會眾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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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帶著破碎過聖誕  

經文：路加福音 2:1-14 

講員：黃心朗牧師 

 

 

聖誕：一年內最美妙的時刻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1. 救主、大喜信息、平安 → 政治術語  

• 該撒亞古士督建立的平安 

• 耶路撒冷所賜下的平安 

2. 經濟剝削下之聖誕 

• 基督降生時的報名上冊   

• 現代的例子：兒童勞工  

3.   流離失所下之聖誕  

• 約瑟馬利亞為何在拿撒勒  

• 現代的例子：難民問題 

  

2021 年 12 月 12 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崇拜  

講 道 大 綱  



 

 為弟兄姊妹在生活中能夠按聖

經的教導積極主動的去愛身邊

的人禱告，能在別人的需要上看

到自己的責任 。 

 為新冠病毒疫情的變化禱告，求

神加添智慧給各國的政府能夠

採取及時的相應措施，阻止新變

種病毒的蔓延。 也求神使需要疫

苗的國家能夠及早得到疫苗的

供應。 

 為教會附近的鄰舍禱告，求神使

他們能夠在聖誕期間明白聖誕

的意義，願意去認識耶穌。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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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wong@vcbc.bc.ca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ritaho@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英語堂新生代事工傳道 

brianlee@vcbc.bc.ca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jonathanloh@vcbc.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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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員： 黃心朗牧師  

主席/領詩： 關堯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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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上教會網頁登記（亦可於辦公時

間致電教會辦事處代辦），額滿即止。

此外，每次到教會前均須填報一份申

明有否任何疫病症狀的表格，並且在

教會內必須全程戴上口罩、保持社交

距離、及遵守其它防疫措施，以保障大

家安全。暫時未能參與實體崇拜的會

眾，可透過網上的現場直播或以電話

同步參與崇拜（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

相關連結）。 

12. 代禱需要－每週主日崇拜後會眾若有

代禱需要，可於網上崇拜屏幕上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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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12 日 

將臨期 

第三主日崇拜 喜樂   

13. 2021 年 11 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 

  收 入 支 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8,794.65 65,510.28 (9,050.72) 

差傳 14,702.00 8,800.00 (7,103.00) 

愛心 875.00 6,000.00 (545.00) 

擴堂 3,615.00 1,100.45 19,34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