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8 月 14 日

主日崇拜
宣 召
詩篇 28:7

講道大綱
1. 會友消息－(1)會友梁 陳佩玉(Grace)

5. 基要信仰要義培訓－基要信仰要義培

經文：創世記 22:1-19

的母親陳姚碧蓮姊妹於 8 月 10 日安

訓第十課將於 8 月 29 (星期一) 上午

講員：彭迪文傳道

息主懷，享年 101 歲。請為她的家人

10:00 -11:30 在網上舉行。由黃以誠牧

禱告。(2)會友邱懿翔（Yvonne）姊妹

師主講「浸禮」。已報名者請到時登入

的追思會將於 8 月 27 日（星期六）下

Zoom 鏈 接 。 查 詢 可 電 郵 培 育 部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

講題：神要我們所獻上的是甚麼呢？

【大綱】：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一．神為甚麼要亞伯拉罕獻以撒？

午 1:30 在本會大堂舉行。家人懇辭花

敬拜上帝 / 祢是配得

二．亞伯拉罕怎樣獻上神所要的？

籃。

禱 告

三．神怎樣悅納亞伯拉罕的獻上？

2. 李俊然傳道按牧典禮－本會將於 9 月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四．神賞賜順服遵命者的是甚麼？

18 日(53 週年堂慶日) 為李俊然傳道

神的國」，由陳明斌牧師以粵語主講，

【結語】：

舉行按牧典禮。典禮將於崇拜後下午

於 9 月 16-18 日在教會大堂實體舉行，

創世記 22:1-19

亞伯拉罕面對的試煉，無疑是一項極其艱

2:30 舉行。敬請弟兄姊妹一同出席，

並作網上直播。詳情如下：（1）9 月

證 道

鉅的試煉，但他卻憑著信心，用「屬靈的

共證神恩。

16 日 (星期五) 晚上 7:30，題目：「是

神要我們所獻上的是甚麼呢？

眼睛」來看見──那明明看不見、猜不透

3. 余加駿傳道歡迎會－謹定 8 月 21 日

信徒還是門徒？」（2）9 月 17 日 (星

彭迪文傳道

的前路，深信神必有預備，繼而順服、遵

(主日)崇拜後中午 12:45，在樓下副

期六) 晚上 7:30，題目：「算個清楚」

行神的召命。（參：來 11:1）

堂舉行。敬請大家屆時出席，歡迎余

（3）9 月 18 日(主日崇拜)早上 11:30，

從以上「信心之父」的亞伯拉罕親自經歷

傳道為教會新的教牧同工。

題目：「門徒訓練──主的模式」。真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回應詩歌
一切全獻上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禱告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靈會主題為「手扶著犂向後看，不配進

神的試煉中，在在說明了一個屬靈真理：

4. 男士事工「秋季汽車內外美容」－男士

正跟隨主的人，並沒有信徒、門徒的分

真正順服神→甘願捨棄至愛→配得神恩福

事工繼 4 月的「春季車身美容」後，將

別。他們必須撇下一切跟從主，並在今

（回應）

於 8 月 21（主日）下午 2:30-4:30，在教

生來生得主的賞賜。認識作門徒必有

會停車場，義務為弟兄姊妹的汽車提

的使命、完成使命的要素及現今時代

供裏外清潔服務。目的是讓男士們透

的挑戰。讓我們透過信心的操練、團隊

過一起侍奉，彼此關懷、建立，活出主

的操練和靈修的操練成為主精銳的門

耶穌的教導。鼓勵弟兄們踴躍參與，並

徒。更多詳情請參閱前廊海報及教會

請會眾鼎力支持，當日駕車到教會停

網頁。

（行動）

（結果）

歡迎 • 報告

【反思與回應】：
究竟怎樣才算是「真正」對神順服與遵命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呢？在我們屬靈生命中，有否經歷過「神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6. 溫浸 53 週年堂慶培靈會－今年堂慶培

必預備」呢？（參：羅 12:1）

車場，為弟兄們提供服務機會。如有任

7. 粵語堂詩班恢復練習及招收新班員－

何查詢，請與 David Chung （778-968-

粵語堂詩班將於 9 月 6 日起，逢星期二

1992）聯絡。

晚上 7:30-9:30 在大堂恢復練習，敬請
各詩班員留意出席。崇拜部現亦招收

新班員，歡迎有志於音樂侍奉的弟兄

11. 教會崇拜安排－現時實體崇拜人數不

姊妹參加。查詢及報名請電郵 ccwor-

設上限，參與會眾無需登記，但在教會

ship@vcbc.bc.ca，或到教會辦事處索取

內必需全程佩戴口罩。未能參與實體崇

報名表格。崇拜部將於稍後與報名者

拜者，請透過網上現場直播或以電話同

安排試音。

步參與。詳情請瀏覽教會網址或聯絡辦

8. 挪亞東團「人性與法家」講座－挪亞東

事處。

團將於 8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 7:30 邀

12. 粵語堂祈禱會－逢週三晚 8:00 在網上

請李錦綸牧師/博士主講「人性與法

進行。Zoom ID 為 320 769 624，可往教

家」。要瞭解中國的王權政治，要放眼

會網頁 vcbc.ca/cc/prayer-meeting，直接

主日崇拜

世界議題；要明白職場中權力運作，

按連結進入；弟兄姊妹亦可通過電話

2022.8.14

要曉得在動盪環境自處，不可不懂法

參與，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或致電辦事

家思想。歡迎大家參加，請使用 Zoom

處查詢。

平台 ID 82910208200。

13. 代禱需要－主日崇拜後，會眾若有代禱

9. 教會內聚餐指引－現時會眾可在教會

需要，請致電教會辦事處 604-325-6314

建築物内舉行聚餐活動，但必須遵守

內線 125，同工即會安排一位教牧長執

以下守則：(1)共享食物須由指定人員

與你聯繫，為你禱告。

11:30 午堂崇拜：

代禱事項：

負責分發；(2)進食時大家須要保持距

講



離 ；(3)進食前後交談時必須戴上口

主席/領詩：關堯傑弟兄

罩。

司

琴：吳慧中姊妹

司

事：吳家俊弟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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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江純德姊妹

及網上同步舉行，歡迎 3 至 12 歲兒

唐達銘弟兄

童參與。首次參加網上崇拜者，請家

陳佩儀姊妹

長電郵至 children@vcbc.bc.ca 報名

急 救 員：繆永樑弟兄

及索取 Zoom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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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彭迪文傳道

陳詹偉珠姊妹
關 顧 大使：雅各團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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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達德牧師 英語堂臨時顧問帶領牧師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samwong@vcbc.bc.ca

raywoodard@vcbc.bc.ca

ritaho@vcbc.bc.ca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李俊然傳道 英語堂新生代事工傳道

余加駿傳道 英語堂新生代事工傳道

jonathanloh@vcbc.bc.ca

brianlee@vcbc.bc.ca

andrewyu@vcbc.bc.ca

求神幫助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聽道態
度，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
動怒，不單聽道，也要行道。使自己
的屬靈生命逐漸成長，明白神的旨
意，成為合神心意的兒女。
 求神鼓勵靈性軟弱的肢體，藉著聖
靈的提醒，神的話語及禱告幫助他
們重新得力，堅定信靠神的帶領。
 為英語堂於 8 月 14-20 日 溫哥華島
Tsawout 原住民保留區短宣隊禱告，
當中亦有粵語堂的肢體參加。求神
保守行程平安順利，各人的身心靈
健壯。亦求神賜他們合一的心，在兒
童暑期聖經學校中同心事奉，經歷
神的同在，將神的愛傳開，讓孩子們
認識福音，接受主，神的名被高舉
得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