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會實體聚會取消人數上限－現時實

體聚會（包括崇拜及團契）人數不設上

限，會眾參與實體崇拜無需登記，但在

教會內仍需全程佩戴口罩，多謝合作。 

2. 愛心委員會－會眾如有興趣透過教會

捐款紅十字會，支持該會的烏克蘭戰

爭人道救援工作，請今日（3 月 20 日）

內，以現金、支票或電子轉帳進行，註

明「Red Cross」或「紅十字會」。支票

請寫 VCBC，電子轉帳詳情則請聯絡辦

事處。參與實體崇拜的會眾可將捐款

放進前廊的特設捐款箱。 

3. 樂齡事工舉辦「虛擬世界與信仰生活」 

系列網上聚會(二)－ 3 月 25 日(週五)

晚上 7:30 舉行，題目為「認識元宇

宙」， 講員： Colin Wong 弟兄。 

Zoom ID: 829 1020 8200，無須報

名。 

4. 群體生活部「三代之間」講座－了解聖

經如何教導三代之間的愛、矛盾、衝突

等問題，由謝仲賢牧師主講。 時間為

3 月 26 日（週六）下午 1-3 時，透過網

上 Zoom 平台進行， ID: 817 5037 6957，

無須報名。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或致

電辦事處查詢。 

5. 新一季主日學課程－ 4-6 月份主日學

將研讀舊約《傳道書》。奧斯華．章伯

斯(Oswald Chambers)說：「約伯記

告訴我們如何受苦；詩篇說到如何

禱告；箴言說到如何行事；傳道書

告訴我們如何享受；雅歌說到如何

愛。」傳道書不是一卷容易明白的書，

書中充滿了消極和悲觀的論調，到底

我們應該如何去詮釋當中的內容？

日光之下的生活與勞碌真的是虛空、

沒有意義的嗎？傳道書帶出許多人

生哲理的問題，讓我們一起在傳道書

中辨明當中的真理，得著正確的人生

觀，並且能有智慧的享受生命。課程 

由 4 月 3 日起每主日早上在網上進行。

（班別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舊學員

請直接向現任教師報名，新學員請電

郵培育部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

辦事處報名，以便取得上課的 Zoom 連

結。 報名請提供中/英文姓名、聯絡電

話及電郵地址。 

6.  2022 VBS 暑期聖經學校－將於 7

月 18-22 日舉行， 讓 3-12 歲小朋友

在精采有趣的氣氛下，學習聖經真

理。 VBS 將會分半日營（網上/3-5 歲）

及全日營（實體/今年 6 月完成 K 至 6

年級的小朋友）。 詳情將於日內公佈，

敬請家長密切留意。 

7. 兒童主日崇拜（JCKidz）－每主日早上

11:30 至中午 12:30 在教會副堂實體

 

宣   召 

以賽亞書 40:25-26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擁戴祂為王 

禱   告 

耶穌基督深深的愛 

祢是我神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羅馬書 8:18-25 

證   道 

天地也哀鳴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求充滿這地 

(敬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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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天地也哀鳴 

經文：羅馬書 8:18-25 

講員：黃心朗牧師 

 

末日時鐘 (Doomsday Clock) 

1. 聖經看苦難 

• 現實乃殘酷 

• 神容許？ 

• 神有美意？ 

2. 普世的苦難 

• 天地在嘆息 

• 信徒的嘆息 

3. 苦中仍盼望 

• 生產之痛的盼望 

 

2022 年 3 月 20 日 

主日崇拜 

講 道 大 綱  



 

 為香港疫情嚴峻禱告，每日感染人

數不斷增加， 醫院人手不足，死亡

人數大增，求神讓政府能作出有效

的政策，讓疫情受控。 

 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禱告，求

神保守烏克蘭的難民，求神看顧烏

克蘭的百姓， 讓戰爭早日停止，神

的國度行在地上。 

 為教會能合一，在建堂的事上能同

心，效法基督，全人見證， 培育門

徒，世代承傳。 

 為弟兄姊妹能堅守教會的核心價

值， 注重天國（外展），跟隨聖靈

（禱告）， 互助合一（三堂合一），，

培育門徒（門徒訓練）， 薪火相傳

（建立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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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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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午堂崇拜 

講   員：黃心朗牧師 

主席/領詩：唐振權弟兄 

司   琴：區美儀姊妹 

司   事：招本立弟兄 

                        招戴靜思姊妹 

                        黃彭冠玉姊妹 

                        張家俊弟兄 

急   救：陳佩儀姊妹 

           麥志淦弟兄 

 

及網上同步舉行，歡迎 3 至 12 歲兒

童參與。參加網上崇拜者，請家長電

郵至 children@vcbc.bc.ca 報名及索

取 Zoom 連結。 

8. 參與網上崇拜－未能來到教會參與實

體崇拜的會眾，請透過網上的現場直

播或以電話同步參與。詳情請瀏覽教

會網址或聯絡辦事處。 

9. 粵語堂祈禱會－逢週三晚 8:00 在網上

進行。Zoom ID 為 320 769 624，可往教

會網頁 vcbc.ca/cc/prayer-meeting，直

接按連結進入；弟兄姊妹亦可通過電

話參與，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或致電

辦事處查詢。 

10. 代禱需要－主日崇拜後，會眾若有代

禱需要，請致電教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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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2022.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