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絡我們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Vancouver Chinese Baptist Church

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 B.C. 

電郵: info@vcbc.bc.ca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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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歲 (學前班及幼兒班)

兒童崇拜|上午 9: 40 

兒童主日學|上午 11:15

成人班 A 班

7437 Culloden正層大廳

長者查經課程

<主禱文
主日學辦公室

7-12 年級

主日學 |上午 11:30
姊妹班 

教會東翼一樓E1號室
聖經與你
前廊M3

靠著主基督的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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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YM 青年事工

年青
各團契聚會時間和地點

前廊壁報版及各團契網頁

（點選

Pioneer Club

EDGe 青少年

福音英語會話班 

每週一及週三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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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定期聚會 

JCKidz兒童主日
春季課程 (3 至 5 月)： 
神學釋經系列之 
「救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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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禮及
教會東翼三樓

   主日學課程 (上午 9:30 )

0-3 歲

幼兒託管| 上午 9:30, 11:15

婦女早晨 

每月第一、三週五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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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利亞單身婦女團 

每月第一個週六下午 1:00 

以斯拉團 

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1:00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Vancouver Chinese Baptist Church

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 B.C.  V5X 4K2

網站: www.vcbc.bc.ca

長者查經課程： 

禱文>
主日學辦公室

聖經與你（下） 
M3 號室(會客室)

宣召
詩篇 113:2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早) 讚美之泉／祢信實何廣大

(午) 敬拜主／讓我靈自由／
祈禱

(早/午) 神哪！我尋求祢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約翰福音 17:1

證道
異象系列 –
互助合一的教會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早/午) 同心合意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 ‧ 奉獻禱告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歡迎 ‧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讚美詩 ‧ 祝福

使用多種語言去塑造門徒，

青年事工、SPARK

高中、大專
每週六晚上 7:00

青年就業、成人

青家庭、夫婦團契
各團契聚會時間和地點，請參閱

前廊壁報版及各團契網頁

www.vcbc.bc.ca

點選「團契生活」）

粵語團契

Pioneer Clubs 先鋒兒童團契
每週五晚上 7:30 

青少年團契 (6-12 年級)
每週五晚上 7:30 

英語團契

浸禮及新會友班 
教會東翼三樓 E3號室 

9:30 )

201222

宣召
13:2-4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祢信實何廣大／祢真偉大／聖靈之歌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祈禱

我尋求祢  (詩班)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17:1-26 

證道
合一篇

互助合一的教會 (下)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同心合意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禱告

以彼此關懷敬拜神
報告

以接受差遣敬拜神
‧ 結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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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牧師 
張天存牧師 

教會同工
黃心朗牧師
副主任牧師/粵語堂帶領牧師

604.325.6314 ext.26 
samwong@vcbc.bc.ca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27 
ritaho@vcbc.bc.ca 

Rev. Gilbert Nigh 
英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34 
gilbertnigh@vcbc.bc.ca 

金容善傳道

國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27 
franceskim@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青少年事工傳道 

604.325.6314 ext.34 
brianlee@vcbc.bc.ca 

劉智恒弟兄 ext.36

慕容愛文姊妹 ext.36

蘇沛雯姊妹 ext.36

陳陳佩夏姊妹 ext.36

教會秘書

604.325.6314  

鄒治國弟兄 
堂務管理 

604.325.6314 

1. 鄭漢基執事於上週四安息主懷，請為
其家人禱告，求主安慰。鄭執事家人

謹此多謝大家過去的代禱及探望。

2. 人事部報告－金容善傳道和李俊然傳
道已經完成了為期十二個月的適應

期，經過大家的商議，他們將繼續在

溫浸事奉，他們並將在未來兩年間接

受他們的指導牧者每三個月的評估。

3. 「真漢子」男士小組生命之「道」查
經－今日下午 3:30-5:00 在樓下副堂舉
行，查考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由黃

心朗牧師帶領，歡迎參加。

4. 樂齡同樂日－本週二上午 10:00有復活
節聖詩分享，歡迎長者們參加。

5. 本月團契查經預查－本週二晚 7:30 在
樓下副堂舉行，由黃心朗牧師帶領，

歡迎弟兄姊妹屆時參加。

6. 教會祈禱會－每週三晚 7:30 在樓下副
堂舉行。本週將會有位姊妹分享她的

信仰經歷，見證神在她身上的作為，

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出席見證神的慈愛

和信實，將榮耀歸給神；同時亦為著

教會及有需要的肢體守望禱告。

7. 婦女早晨－本週五早上 9:30 聚會為
「齊歡唱」，由金容善傳道帶領，之

後有烹飪示範：杏仁餅，歡迎婦女們

參加。

8. 黃心朗牧師師母墨西哥短宣分享－由
挪亞東團於本週五晚 7:30 在大堂主
辦，歡迎弟兄姊妹屆時參加。

9. 專題座談會－拿單團將於本月 23 日週
五晚 7:30 在大堂舉辦「大麻合法化－
基督徒的回應」座談會，由加拿大突

破宣道總幹事李賓來牧師、前大麻吸

食者曾潤華弟兄、及本會副主任牧師

及粵語堂帶領牧師黃心朗牧師主講，

歡迎參加，詳情請參閱本刊附頁。

會務報告
10.教牧同工遷回教會－最新消息：所有
教牧已經搬回教會，謹此多謝事務部

和幾位姊妹、及李賓來牧師和突破宣

道幾位弟兄的幫助。另外，因 W2 及
W3房間仍繼續進行除霉及基本裝修，
暫時需作以下安排：

黃心朗牧師－E1號室，內線 26 
何玉英傳道－E2號室，內線 27 
金容善傳道－E2號室，內線 27 
Gilbert Nigh牧師－E3號室，內線 34 
李俊然傳道－E3號室，內線 34 
於 W2 及 W3 室施工期間，辦事處同
工 Cindy, Petra, Hannah, Stanley需暫時
到教會其它地點辦公，請用內線 36。
完工後 Petra恢復內線 22，Cindy 21，
Hannah 24，Stanley 26。期間有不便之
處，敬請原諒。

11.交通安全委員會－溫馨提醒大家教會
周圍的泊車規例，詳情請參閱附頁。

請特別留意 Culloden街及 E. 59街設有
Residents 字樣的路牌之間只准住戶泊
車，違例者可能被票控或拖車。為與

鄰居能保持良好關係，請彼此尊重。

12.《恩泉》季刊－下期主題為：「生命
的更新」，除主題文章外亦歡迎各類

分享，如好書介紹、生活見證、短宣

分享等。請踴躍投稿，稿件可電郵或

交教會辦事處代收。截稿日期為：4
月 8日。

13.2017 年度個人奉獻簡報及報稅收據－
請到教會辦事處索取。如發現簡報有

錯漏，請儘快通知財務部或辦事處以

便修正補發收據。未有奉獻號碼者可

在辦事處即時申領。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蔡淑英姊妹

歐陽鍾寶琴姊妹郭楊惠嬋姊妹

張朱佩玉姊妹 張錦標弟兄

黃心朗牧師

鄭堅屏姊妹 陳佩儀姊妹

司 琴

領 詩

潘張英明姊妹

潘熙麟弟兄 

今 日 早 堂

為教牧同工已於上週三順利搬回教會

感恩，但仍有許多善後工作要處理，

求神幫助帶領一切順利，並為教會

W2 和 W3 兩間房間的裝修過程禱
告，求神保守過程安全順利。

為教會婦女事工的需要禱告，求神興

起有心志的姊妹們願意承擔不同的事

奉崗位，並求神堅固現在參與事奉的

姊妹們的信心，繼續以喜樂的心事奉

神。

代禱事項

各堂崇拜聚會時間及

上主日崇拜人數（3月 4日）:
粵語早堂 (8:15)： 145
粵語午堂 (11:15):  239
英語崇拜 (9:40)： 146
國語崇拜 (9:40)： 41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司 琴

領 詩

李國熙執事

唐趙英蘭姊妹 唐達銘弟兄

黎玉蘭姊妹 鄧吳潤儀姊妹

謝瑞寬弟兄 方立仁弟兄

吳慧中姊妹 

關堯傑弟兄

黃心朗牧師

今 日 午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