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同工消息－明天勞工日公眾假期辦

事處休假一天，週二恢復辦公 。 

2. 樂齡事工「中醫抗疫湯水篇」專題講

座－陳健安中醫師將於 9 月 22 日(星

期四) 晚上 7:30，分享和介紹日常的

湯水，如何幫助我們抗疫養生，以及

疫病康復後如何保健。講座網上進

行，無須報名，歡迎大家參加。Zoom 

ID: 883 6118 7027 。 查詢請聯絡：

Connie Choi  (604-808-9101)。  

3. 樂齡事工「樂齡活動日」－將由 9 月

6 日起恢復於每週二早上 10:00 至中

午 12:00 在教會地庫實體聚會。每次

內容均非常豐富，包括信息分享，專

題講座等，聚會後設有乒乓球練習，

茶點等自由活動。歡迎年長弟兄姊妹

參加，一起團契交誼。特別鼓勵邀請

未信主的年長親友參加。如有查詢，

請聯絡 Francis Kwok 弟兄 (604-773-

9000)。 

4. 教會重建計劃網頁－教會物業重新發

展委員會已將關於教會重建計劃的一

些資料上載到教會網頁。（粵語堂網頁

為 vcbc.ca/cc 的「資源」欄內。）資料

包括教會過往曾考慮重建的倡議、現

時的草案，對現計劃的常見問題等。 會

眾如有任何問題，亦可透過網頁送交

委員會。網頁的資料將會定期更新，敬

請大家留意。  

5. 李俊然傳道按牧典禮－本會將於 9 月

18 日( 53 週年堂慶日)，為李俊然傳

道舉行按牧典禮。典禮將於崇拜後下

午 2:30 舉行。敬請弟兄姊妹一同出

席，共證神恩。 

6. 溫浸 53 週年堂慶培靈會－今年堂慶培

靈會主題為「手扶著犂向後看，不配進

神的國」，由陳明斌牧師以粵語主講，

於 9 月 16-18 日在教會大堂實體舉行，

並作網上直播。詳情如下：（1）9 月

16 日 (星期五) 晚上 7:30， 題目：「是

信徒還是門徒？」（2）9 月 17 日 (星

期六) 晚上 7:30，題目：「算個清楚」

（3）9 月 18 日(主日崇拜)早上 11:30，

題目：「門徒訓練──主的模式」。真

正跟隨主的人，並沒有信徒、門徒的分

別。他們必須撇下一切跟從主，並在今

生來生得主的賞賜。認識作門徒必有

的使命、完成使命的要素及現今時代

的挑戰。讓我們透過信心的操練、團隊

的操練和靈修的操練成為主精銳的門

徒。詳情請參閱前廊海報及教會網頁。 

7. 教會崇拜安排－現時實體崇拜人數不

設上限，參與會眾無需登記，但在教會

內必需全程佩戴口罩。未能參與實體

崇拜者，請透過網上現場直播或以電

宣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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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建基在禱告上   

經文：以弗所書 1:15-23, 3:14-21, 6:18-20  

講員：胡達德牧師 

引言：以弗所教會的問題－ 

      地方宗教、會內紛爭、世俗挑戰  

保羅禱告的重心 (弗 1:17-23) － 

    對神的作為做感恩的基礎 (弗 1:15, 16)： 

1. 賜下智慧和啟示的靈，可以真知道

神。 

2. 心中的眼睛得以照明 

       a. 可以得知神有指望的恩召  

      b. 聖徒中的基業有豐富榮耀 

      c. 在信徒身上的浩大能力 

3. 神作為的果效 

      a. 因信，基督住在信徒心裡 

      b. 明白神的愛並被神的愛充滿 

      c. 神在教會及耶穌基督裏得著永遠的 

         榮耀 

回應 ： 

1. 在你生命中，有那些地方看到神的作

為？ 

2. 在你生命中，有否經歷聖靈的大能，

以至你能更認識主基督？ 

3. 神如何在你個人和教會生活中得著榮

耀？ 

2022 年 9 月 4 日  

主餐主日崇拜 

講 道 大 綱  



 

 求神讓聖靈復興我們，復興我們的

教會，復興我們的國家 。  

 求神讓我們緊緊記著神是我們的

幫助，是我們的力量，好讓我們能

同心合意的事奉神。  

 求神保守教牧同工的身心靈健壯，

賜智慧與愛心給教會各部門弟兄

姊妹一同努力建立神的教會，準備

重建教堂，榮耀主名 。 

 求神止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

求神看顧烏克蘭的百姓，讓神的國

度行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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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達德牧師 英語堂臨時顧問帶領牧師 

raywoodard@vcbc.bc.ca 

羅天恩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jonathanloh@vcbc.bc.ca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ritaho@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新生代青年成人事工傳道 

brian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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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員：胡達德牧師  

主席/領詩：黎雷佩賢姊妹  

司   琴：潘張英明姊妹 

司   事：楊緯納弟兄 

                        楊伍潔儀姊妹 

                        唐達銘弟兄 

                        吳潘惠玲姊妹 

急   救    員：潘熙麟弟兄 

                        陳佩儀姊妹 

關 顧 大使：群體生活部部員 

話同步參與。詳情請瀏覽教會網頁或

聯絡辦事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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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3 至 12 歲兒童參與。家長每

次均需親自在兒童主日崇拜登記處，

為孩子報到及於 12:35 或之前接送孩

子離開。參加新學年（2022 年 9 月 -

2023 年 6 月）兒童主日崇拜的孩子需

重新登記。敬請家長們使用此鏈接直

接 登 記 ： https://forms.gle/

YjEgwmZnyU2cg4s38。查詢請電郵至

children@vcbc.bc.ca。 

9. 教會內聚餐指引－現時會眾可在教會

建築物内舉行聚餐活動，但必須遵守

以下守則：(1)共享食物須由指定人員

負責分發；(2)進食時大家須要保持距

離；(3)進食前後交談時必須戴上口

罩。 

10. 會外消息－第六十屆加拿大華人基督

徒冬令會將於 12 月 27-31 日在列治文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舉

行，今年主題為「童心同行，全燃為

主」，主要講員包括有郭文池牧師。詳

情請 參閱 前廊 海報 或 瀏覽 大會 網頁

cccwc.ca。 

      

主餐 

主日崇拜

2022.9.4 

11:30 午堂崇拜： 

余加駿傳道 新生代青年事工傳道 

andrewyu@vcbc.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