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9 月 25 日

主日崇拜

講道大綱
1. 同工消息－（1）何玉英傳道與羅天恩

4. 群體生活部統籌「隔離•鄰舍 」支援服

傳道於 9 月 26-29 日參加美加華人浸

務 －服務對象為因染 病必須在家隔

聖殿必定重建）

信會聯會第 21 屆雙年會，會後何傳道

離，沒有親友照顧的人士。服務範圍是

經文：撒迦利亞書 3: 1-15, 4: 1-6

將於 10 月 1-6 日放假。
（2）9 月 30 日

代購急需物品、食品和藥物。弟兄姊妹

講員：何玉英傳道

（週五）「真相與和解日」，教會辦事

如有此需要，請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講題：撒迦利亞書異象四、五：兩位領袖
（大祭司約書亞和所羅巴伯：

宣 召
詩篇 68:19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我靠近十架
祢真偉大
禱 告
神恩典夠我用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撒迦利亞書 3: 1-15, 4: 1-6
證 道
撒迦利亞書異象四、五：兩位領袖
（大祭司約書亞和所羅巴伯：

處將休假一天。
2. 教會重建計劃諮詢會－教會物業重新

拜及主日學將於下主日（10 月 2 日）起

發展委員會將於今天下午 1:30 在大堂

恢復實體舉行。崇拜時間為上午 9:30

異象四：大祭司約書亞（3: 1-10）

實體及網上 Zoom 舉行諮詢會， 聽取

在副堂舉行，主日學則在 11:20 在會議

•

神恢復大祭司約書亞的職分

會眾對重建計劃的意見。粵語堂崇拜

室（M1 室）上課。請各位留意。

•

神預言彌賽亞的拯救

完畢後，會眾可到樓下副堂享用麵包，

6. 溫浸宣教月 －下月（10 月）將是 VCBC

然後參加諮詢會。如需透過網上參與，

宣教月，多位宣教士和機構將到來講

Zoom ID 為 882 0398 8131。下一次諮

道或分享其事工。溫浸 15 年前在溫哥

詢會將於 10 月 9 日（主日）舉行，詳

華島 Tsawout 原住民社區開始外展事

情將於稍後公佈。有關教會重建計劃

工， 其社區領袖將於 10 月 16 日到訪

的資料，可直接往網頁 VCBC Redevel-

並參加崇拜。此外，我們將於 10 月

opment 或粵語堂網頁（vcbc.ca/cc）的

21 日（週五）晚上及 22 日（週六）日

「資源」欄瀏覽。

間舉辦宣教會議。詳情將會日内公佈，

引言：異象的關連

異象五：省長所羅巴伯（4: 1-14）
•

神對所羅巴伯的勉勵和應許

聖殿必定重建）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神恩典夠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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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國語堂恢復實體聚會－國語堂主日敬

建殿工程不是倚靠勢力、
才能，而是倚靠神的靈
建殿工作必定完成

3. Tsawout 原住民社區外展事工－為配

敬請留意。

總結：

合 9 月 30 日「真相與和解日」，粵語

7. 新一季主日學課程－ 10 - 12 月份主日

馬太福音 17:20「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

堂及英語堂外展部共同訂製了 675 件

學將研讀新約《羅馬書》，10 月 2 日起

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

特別設計的橙色 T 恤，致送給 Tsawout

在網上進行。羅馬書可說是保羅所寫

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

原住民。弟兄姊妹如欲購買同款 T 恤，

的書信中,最系統化地把福音的內容作

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

請於 9 月 28 日前致電

(604-325-

了清楚的表達。書中指出神的義顯明

件不能作的事了。」

6314)、或電郵 (info@vcbc.bc.ca) 或親

在福音中，及福音與外邦信徒和猶太

臨教會辦事處訂購，亦可在教會網頁

信徒的關係。羅馬書涉及許多重要的

提交表格。每件定價 $10。

神學課題，例如：罪、救恩、憐憫與恩
典、信心、稱義、成聖、救贖、死亡及

復活。通過對羅馬書的研讀，可以系統

12. 教會內聚餐指引－教會建築物内可舉

化的了解基督信仰的內涵與當中的實

行聚餐活動，但必須遵守以下守則：(1)

踐。報名方法：舊學員請直接向現任

共享食物須由指定人員負責分發；(2)

教師報名，新學員請電郵培育部

進食時大家須要保持距離。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
8. 先鋒少年團契－ 10 月 14 日起恢復

13. 兒童主日崇拜（JCKidz）－每主日早上
11:30 至中午 12:30 在教會副堂舉行，

舉行實體活動。適合學前（3 歲）至

歡迎 3 至 12 歲兒童參與。家長每次均

小學 5 年級的孩子參加。時間為 10

需親自在兒童主日崇拜登記處，為孩

月 14 日至明年 6 月 9 日，逢週五晚

子報到及於 12:35 或之前接孩子離開。

上 7:30-9:00。 費用為 $85。 報名請

查詢請電郵至 children@vcbc.bc.ca。

往 以 下 鏈 接

https://forms.gle/

vcze7GpVkrCqtWYh6。

14. 2022 年 8 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詳情
請參閱前廊壁報板收支報表。

9. 主日青少年英語敬拜 －新生代事工

收入

支出

全年累積

常費

73,393.15

89,842.25

(135,828.70)

在會議室（M1）第二次試辦青少年英

差傳

12,064.00

12,344.19

4,680.01

語敬拜，歡迎 7 至 12 年級青少年參

愛心

2,230.00
12,441.70

0.00
363.21

1,400.00
35,647.20

將於今日上午 11:30 至中午 12:30，

加，敬請家長鼓勵子女參與。

主日崇拜
2022.9.25

擴堂

11:30 午堂崇拜：

代禱事項：

講



求神提醒我們要常以感謝為祭獻
給神，在凡事上遵行神的旨意，榮
耀祂 。



求神保守帶領在今日主日崇拜後
1:30 的第一次教會重建計劃諮詢
會，求神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出席，
表達意見，祈願聖靈帶領我們同心
尋求神的心意，並遵祂而行。



求神藉 10-12 月新一季的主日學
課程《羅馬書》，讓參加的弟兄姐
妹從中了解基督信仰的內涵，並在
生活中實踐出來。

員：何玉英傳道

10. 溫浸 53 週年堂慶浸禮－鄧偉思姊妹

15. 會外消息－高李慧坤傳道 (Pastor An-

（Angus Deng）得救見證可在前廊及

gela Ko) 按牧典禮 將於下主日（10 月

司

琴：區美儀姊妹

網上閱讀。

2 日）下午 2:30 在本會大堂舉行。高

司

事：楊緯納弟兄

11. 教會內佩戴口罩安排－教會董事會在

傳道為溫浸前會友，現任溫哥華活泉

9 月 6 日的會議上，決定取消教會內必

宣道會傳道。誠意邀請會眾親臨觀禮，

須佩戴口罩的規定，改為「建議佩戴口

同頌主恩。典禮設有網上直播：

罩」，即時生效。

vfalliance.org/ordination-pastorangela-ko。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7474 Culloden Street
Vancouver, B.C. V5X 4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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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vcbc.bc.ca
www.vc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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