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Kidz 兒童主日

主日學課程 (上午 9:30 )

0-3 歲

夏季課程 (6 至 8 月)：

幼兒託管| 上午 9:30, 11:15

《啟示錄》(上)

3-5 歲 (學前班及幼兒班)
兒童崇拜|上午 9:30
兒童主日學|上午 11:15

成人班 A 班
7437 Culloden 正層大廳

1-6 年級
兒童崇拜|上午 11:00
兒童主日學|上午 9:30

成人班 B 班
青年、就業青年班
教會正層 M1, 2 號室

7-12 年級
主日學 |上午 11:30

姊妹班
教會東翼一樓E1號室

初信成長班
初信成長班(茁苗)
教會東翼二樓
教會東翼
E2 號室

教會正層 M3 號室

樂齡同樂日 (長者)
每週二上午 10:00
婦女查經班 A
每週二上午 10:00
羅以祈禱會
每週二中午 12:00
讚美操示範
每週三上午 11:45
教會祈禱會
每週三晚上 7:30
小組查經班 (讀書會)
每週四晚上 7:30

婦女查經班 B
每月第二、四週五上午 10:00
哈拿婦女團
每月最後一個週四下午 1:00
多加婦女團
每月第四個週六下午 1:00

張天存牧師

教會東翼三樓 E3 號室

創會牧師

詩篇 66:1-4

副主任牧師/
粵語堂帶領牧師
604.324.6314 ext.233
samwong@vcbc.bc.ca

CCYM 青年事工
青年事工、SPARK
高中、大專
每週六晚上 7:00

青年就業、成人
年青
青家庭、夫婦團契
各團契聚會時間和地點，請參閱
各團契聚會時間和地點
前廊壁報版及各團契網頁
www.vcbc.bc.ca
（點選
點選「團契生活」）

英語團契
Pioneer Clubs
Club 先鋒兒童團契

以斯拉團
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1:00

EDGe 青少年團契
青少年
(6-12 年級)

每週五晚上 7:30

每週五晚上 7:30

靠著主基督的愛、使用多種語言去塑造門徒
使用多種語言去塑造門徒，
並利用嶄新和創新的方式傳揚主愛。

電話: 604-325-6314 / 傳真: 604-325-6577
辦事處辦公時間:
週一至五: 9:00-5:00
週六: 9:00-1:00 主日: 8:00-1:00

宣召

黃心朗牧師

馬利亞單身婦女團
每月第一個週六下午 1:00

聯絡我們

教會同工

浸禮及
浸禮及新會友班

粵語團契
婦女早晨
每月第一、三週五上午 9:30

22001177 年
年 88 月
月 1133 日
日上
上午
午 88::1155 // 1111::1155

主必愛我到底

每週定期聚會
福音英語會話班
放暑假(9 月 11 日復課)

主日崇拜

長者查經課程：
長者查經課程

何玉英傳道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午)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信靠耶穌真是甜美∕掛慮全交託
(早∕午
午) 因著信（雅各團契）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Rev. Gilbert Nigh
英語堂教牧同工
604.324.6314 ext.227
gilbertnigh@vcbc.bc.ca

金容善傳道
國語堂教牧同工
604.324.6314 ext.230
franceskim@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馬太福音 6:19-34

證道
天國子民的生活原則
天國子民的生活原則：全然信靠的生命
馬太福音 6:19-34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青少年事工傳道
604.324.6314 ext.226
brianlee@vcbc.bc.ca

(早∕午) 野地的花
ext.25
ext.22
ext.21
ext.24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 奉獻禱告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教會秘書
604.325.6314

歡迎 • 報告

鄒治國弟兄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堂務管理
604.325.6314

Vancouver Chinese Baptist Church
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 B.C. V5X 4K2
電郵: info@vcbc.bc.ca 網站
網站: www.vcbc.bc.ca

(早) 凡有氣息當讚美
當讚美∕恩典太美麗∕掛慮全交託
祈禱

粵語堂教牧同工
604.324.6314 ext.228
ritaho@vcbc.bc.ca

劉智恒弟兄
慕容愛文姊妹
蘇沛雯姊妹
陳陳佩夏姊妹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讚美詩 • 祝福 • 結束祈禱

你可帶走的投資！
何玉英傳道

會務報告
1. 同工消息－(1)何玉英傳道於本週二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一生最重要的投
資一定是要能帶到永恆的投資。當我們
把時間、才能、金錢奉獻給神時，我們
便是在作出永恆的投資。這就像我們在
地上存款而我們在天堂的帳戶會連本帶
厚利地增長。
在奉獻的事上，要記住一條重要原
則：「凡事以神為先。」
真正的基督徒會明白，我們所得的
都是出於神的賜福，故此應樂意奉獻感
謝神。奉獻也必須是個人自己心甘情願
獻上的。
在舊約中，神不要我們把剩餘的才
給祂。『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
尊榮耶和華。』（箴言 3:9）
在新約裡有同樣的原則，應當按著
自己的能力作出奉獻。『每逢七日的第
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
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哥林多
前書 16:2）
很多弟兄姊妹作出非常慷慨的奉獻
支持神的工人和工作。當他們這樣做，
便是在天國銀行作出了明智的投資。神
給了某些人有樂於奉獻的恩賜，也給了
另一些人樂於事奉的恩賜。
不過，請記住，無論你是大額奉獻
還是小額奉獻，在神看來都是一樣的，
他們同樣可以在天國銀行賺取利息。
但是，無論你的標準是甚麼，我們
仍要記得，神是我們一切的主人。假如
我們做個好管家的話，我們便會積存豐
厚而永恆的投資。
 

於當日早上 9:00 前到達教會停車場集

代禱事項

放年假兩週；(2)Gilbert Nigh 牧師於本
合，一同乘坐旅遊巴士出發。
週二起放年假至 24 日；(3)李俊然傳道 8. 招募兒童詩班成員－這個特別的兒童

 為卑詩內陸山火仍然嚴峻禱告，煙霧

今日與英語堂短宣隊起程前往 Tsawout

詩班將參與聖樂部於 10 月 14 日週六

原住民區作短宣事奉至週五，請為各
人代禱，求主保守帶領。

晚 7:30 在教會舉辦、主題為「尋樂」
的聖樂佈道晚會中獻唱，請家長們鼓

素變差。求神保守長者、小孩及長期
病患者多留室內，減少外出。求神憐

2. 「真漢子」男士小組生命之「道」查

勵你們 3-12 歲的子女參加。練習時間

經新一年度查考舊約《箴言》－今日
下午 3:30-5:00 在樓下副堂舉行，由彭

及其它詳情請聯絡兒童詩班指揮 Annie
或到教會辦事處查詢。

迪文帶領。主題：為何要控制怒氣？ 9. 7 月 30 日簡國忠牧師師母歡送會相片
(主要經文：箴十四 17, 29，十五 1,
18，廿二 24-25)。
3. 交通安全委員會報告－為安全起見，

－現已張貼於樓下廚房對開的壁報板
上，如要沖印請填妥訂購表格，並到
教會辦事處付款（每張$0.20）。

教會將於明日在停車場各停車位進行 10. Pioneer Clubs 先鋒兒童團契－將於 10
月 6 日開始，家長們請儘快於 9 月 8
安裝防撞石壆，以防車輛不慎衝前撞
進樓下玻璃窗，施工期間不便之處敬

日前為貴子女報名（逢主日在樓下兒

請原諒。工程完成後請大家無論步行
出入或泊車都要特別小心，以防不意

童事工辦公室、或平日辦公時間到教
會辦事處洽）。報名費：每位$80。

踢撞在石壆上受傷，切記！
4. 會友鄭子熹弟兄於上週日早上息勞歸
主，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將於本週二
(15 日) 上午 10:00 在列治文殯儀館舉

11. 嬰兒室－現因人手不足，急需招募工
作人員多名，於主日崇拜時間在嬰兒
室輪值看顧嬰孩，有意者請到嬰兒室
或電聯負責人方太。

行。請為其家人代禱，求主安慰。
12. 《恩泉》季刊－下期主題為：「靠主
喜樂」。除主題文章外亦歡迎各類分
5. 樂 齡同 樂 日 － 本 週 二 上 午 10:00 有

已影響其他地區包括溫哥華，空氣質

憫施恩，賜下甘霖，使山火早日熄
滅，受影響的居民可以盡早回家。
 為教會地庫裝修及三間屋的策劃禱
告，求神賜負責的領袖智慧和能力，
同心尋求合神心意的計劃；並求神帶
領整個工程能夠順利進行至完成。
今日早堂
講員

何玉英傳道

主席

何銳初弟兄

領詩

鄭堅屏姊妹

司琴

鄭林翠榮姊妹

司事

張朱佩玉姊妹 張錦標弟兄

急救員

何玉英傳道

主席

黃志豪弟兄

領詩

朱家欣姊妹
區美儀姊妹

司琴

講，歡迎長者參加。
6. 教會祈禱會－每週三晚 7:30 在樓下副

享等。請踴躍投稿，稿件可電郵或交
至教會辦事處代收。截稿日期為：本

司事

並同心記念她們的需要。此外亦有與
其他弟兄姊妹為著教會及有需要的肢
體同心守望、禱告的時間。
7. 蘭里堡古鎮摘果一天遊－凡已報名參
加本週六一天遊的弟兄姊妹，請準時

陳佩儀姊妹

講員

享，如好書介紹、生活見證、短宣分

們的感恩事項和代禱事項，誠邀弟兄
姊妹出席，一同為該部的事工感恩，

麥志淦弟兄

今日午堂

「健康漫談」講座，由關堯傑弟兄主

堂舉行。本週三晚將有婦女部分享她

歐陽鍾寶琴姊妹 郭楊惠嬋姊妹

唐趙英蘭姊妹
麥韋湘茹姊妹

唐達銘弟兄
陳馬瑞金姊妹

謝瑞寬弟兄

方立仁弟兄

月 20 日。

 

急救員

各堂崇拜聚會時間及
上主日崇拜人數（8 月 6 日）:
粵語早堂 (8:15)： 156
粵語午堂 (11:15): 229
英語崇拜 (9:30)： 147
國語崇拜 (9:30)：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