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同工消息－（1）羅天恩傳道 10 月 13

日至 23 日休假。(2）堂務管理鄒治國

弟兄仍在休假，至本月 23 日止，請會

眾協助保持地方整潔，謝謝合作。 

2. 會友消息－羅梁悅顏師母的父親梁慶

旋弟兄於 10 月 12 日安息主懷。師母與

羅天恩傳道已前往新加坡出席喪禮。

請為他們和家人禱告。 

3. 會友常務會議 － 將於 10 月 30 日（主

日）下午 1:30 透過網上 Zoom 平台進

行。請所有溫浸註冊會友出席，並於 10

月 26 日（週三）前，在教會網頁填寫

登記表格。如需協助，請致電教會辦事

處。辦事處將於截止登記後，以電郵送

上會議議程、文件及 Zoom 連結。請注

意：會議所有表決將以電子形式進行

及記錄。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董事會

正、副主席中任何一位。註：會議議程

（節略版）已張貼於教會前廊壁報板

及上載至教會網頁。 

4. 浸禮－教會將於 11 月 20 日及 12 月

18 日舉行浸禮。弟兄姊妹若有意參

與， ，請於 10 月 23 日前與牧者或執事

聯絡，以便安排參加浸禮班。 

5. Tsawout 原住民社區外展事工 T 恤－

已訂購特別製作的橙色 T 恤的弟兄姊

妹，請盡快往辦事處取 T 恤及付費。此

外，會眾如仍有意訂購，可於 10 月 30

日前在教會網頁填妥有關表格，或聯

絡辦事處。每件仍為$10，取 T 恤時付

費。  

6. 男士事工康樂活動及保險講座－今日

在教會副堂舉行。下午 2:30-3:30 為康

樂活動，3:30-4:30 為「家居及汽車保險

須知」講座，由何銳初弟兄主講。歡迎

弟兄姊妹參加，並於活動後一起外出

晚膳。報名及查詢，請與 David Chung 

(778-968-1992）聯絡。 

7. 群體生活部「生生死死講呢啲」講座 －

將於 10 月 22 日(週六)下午 3:30 至

5:30 在教會副堂實體舉行。内容包括

預先安排醫療計劃和個人護理的重要

性、相關的健康政策資訊、如何面對現

在的人生階段等。講員為莊清鴻弟兄

（溫哥華沿岸衛生局長期護理院顧

問）。查詢：教會辦事處及群體生活部 

Cynthia Yeung。  

8. 溫浸宣教月 －海外基督使團（OMF）將

在本會舉行兩次「心繫亞洲」宣教大

會：（1）本月 21 日（週五）晚上 7:30  ，

青年宣教大會；（2）本月 22 日（週六）

上午 9:00-下午 3:00，「願萬國都喜樂」

宣教大會，備有 6 個專題講座供選擇，

並設兒童節目，午餐及茶點。報名請瀏

覽 OMF 網頁 www.omf.ca 或教會網

頁，或與教會辦事處聯絡。 

宣   召 

羅馬書 15:5-7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這是天父世界 

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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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特別分享 

Tsawout 原住民社區酋長 Harvey Underwood 

Mrs. Lillian Underwood 

Peter & Stephanie Adams 

Tsawout 短宣分享 

麥善禮弟兄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約翰三書 4 章；哥林多林後書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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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與和解 

黃心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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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真相與和解 

經文：約翰三書 4 章；哥林多林後書 5:18 

講員：黃心朗牧師 

 

實踐真相與復和的建議 

1. 主動加深對原住民歷史的了解 

2. 清除內心對原住民的偏見和歧視 

3. 敦促政府加快重建原住民社區 

4. 金錢捐獻支持原住民機構 

5. 參加福音探訪工作 (Tsawout 短宣機會) 

6. 恆常為原住民禱告 

 

參考資料 

1. 溫哥華市原住民社區簡介指南 

https://vancouver.ca/files/cov/first-peoples-

a-guide-for-newcomers.pdf 

2. 全國真相與和解中心 

https://nctr.ca/records/reports/ 

3. Tsawout 原住民社區網址 

https://tsawout.ca/ 

4. 卑詩大學真相與和解免費課程 

https://pdce.educ.ubc.ca/reconciliation/ 

 

 

 

 

2022 年 10 月 16 日 

宣教月主日崇拜  

講 道 大 綱  



 

 讓我們數算神在我們生命當中的

恩典，我們存感恩的心向神獻上感

謝，帶著使命進入世界，為神作光

作鹽，榮耀神的名。 

 求神保守教牧同工的身心靈健壯，

賜智慧與愛心給教會各同工和領

袖一同努力建立神的教會，牧養主

的羊群。 

 為教會重建的計劃和挑戰禱告，求

神讓弟兄姊妹能夠同心，求神指引

我們的腳步，賜給我們信心與勇

氣，願所有的榮耀歸給神。 

 為俄烏的戰爭禱告，求神讓戰爭能

夠早日結束，免去更多平民的傷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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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然牧師  新生代青年成人事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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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心朗牧師 

主席/領詩：敬拜小組 

司   事：郭成康弟兄 

                        張家俊弟兄 

                        郭林潔玲姊妹 

                        鄧吳潤儀姊妹 

急   救    員：繆永樑弟兄  

                        關陳穎兒姊妹  

關 顧 大使：約拿單團團友

9. 基要信仰要義培訓－基要信仰要義培

訓第 11 課將於 10 月 31 日(週一)，上

午 10:00 -11:30 在網上舉行。由黃以誠

牧師主講「主餐禮」。已報名者請到時

登入培育部以電郵發出的 Zoom 鏈接

參 加 。 查 詢 可 電 郵 培 育 部 

(ND@vcbc.bc.ca) 或致電教會辦事處。 

10. 2023 年墨西哥短期宣教－溫浸明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3 日與華人福音普世

差傳會（Go International ，華傳）合作

的墨西哥短宣活動，名額已滿，感謝弟

兄姊妹踴躍參與。  

11. 先鋒 少年 團契 －逢 週 五晚 上 7:30-

9:00，在教會副堂舉行。 適合學前（3

歲）至小學 5 年級的孩子參加。費用

為$85。報名請往以下鏈接 https://

forms.gle/vcze7GpVkrCqtWYh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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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 子 離 開 。 查 詢 請 電 郵 至

children@vcbc.bc.ca。 

13. 教會內佩戴口罩安排－教會董事會在

9 月 6 日的會議上，決定取消教會內必

須佩戴口罩的規定，改為「建議佩戴口

罩」，即時生效。 

14. 教會內聚餐指引－教會建築物内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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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月 

主日崇拜

2022.10.16 

11:30 午堂崇拜： 

余加駿傳道 新生代青年事工傳道 

andrewyu@vcbc.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