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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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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info@vcbc.bc.ca    網站: www.vcbc.bc.ca

電話: 604-325-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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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4:1-4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早) 獻給我天上的主／無言的讚頌 

(午) 這是天父世界／祢的話／立志擺上
祈禱 

(早/午) 我的心哪 (詩班)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詩篇 19:7-14 

證道
能力之「言」

何玉英傳道

回應詩歌
(早)立志擺上／(午)祢的話

以奉獻為祭敬拜神
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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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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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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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 年 11月 11 日
講題：能力之「言」

經文：詩篇 19: 7-14 
講員：何玉英傳道

引言：人的話！神的話！

一、神的話向人彰顯神的能力（7-10）

六個「名詞」描述神話語的特質

六個「形容詞」強調神話語的特性

六個「動詞」描繪神話語的能力

二、神的話教人認識神的作為（11-14）

得到警戒（v. 11）

知罪認罪（v. 12-13）

衷心回應（v. 14）

總結：

神的話有奇妙的能力，會影響和改變一個人的質素，也

能顯露人的內心。當我們體會神能力的彰顯後，用口中

的言語、心中意念，叫我們在神面前蒙悅納。願我們願

意多讀聖經，享受與神親密的相交，從神話語中得著力

量渡過每一天。

有關主日學課程、每週團契及定期聚會資訊，請參閱前廊傳單或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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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samwong@vcbc.bc.ca 

何玉英傳道

粵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113 
ritaho@vcbc.bc.ca 

Rev. Gilbert Nigh 
英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112 
gilbertnigh@vcbc.bc.ca 

金容善傳道

國語堂教牧同工

604.325.6314 ext.114 
franceskim@vcbc.bc.ca 

李俊然傳道

青少年事工傳道 

604.325.6314 ext.115 
brianlee@vcbc.bc.ca 

劉智恒弟兄 ext.125

慕容愛文姊妹 ext.122

蘇沛雯姊妹 ext.121

陳陳佩夏姊妹 ext.124 

教會秘書

604.325.6314  

鄒治國弟兄 

堂務管理 

604.325.6314 

1. 同工消息－(1)黃心朗牧師將於本週四
從墨西哥回程；(2)何玉英傳道本週三
放年假至本月 25 日；(3)教會辦事處明
日公眾假休假一天，週二恢復辦公。

2. 「真漢子」男士小組生命之「道」查
經－今日下午 3:30-5:00 在樓下副堂查
考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由李國

熙執事帶領，歡迎參加。

3. 福音英語會話班－明日放假一天，週
三恢復上課。

4. 聖誕節報佳音／關懷行動－今年聖誕
節教會安排了多個探訪及報佳音的活

動，鼓勵弟兄姊妹都來參加，一同分

享主愛、為主作光！詳情請參閱報名

表及前廊海報。請將填妥的回條投入

前廊特設的收集箱內，截止日期為：

本月 26日。
5. 樂齡同樂日－本週二上午 10:00 聚會
為福音粵曲學唱，歡迎長者們參加。

6. 婦女早晨－本週五早上 9:30 聚會有專
題分享：「踏上靈命健康之路」，由

Susan Tsui 姊妹主講，之後有烹飪示
範：糯米糍。歡迎婦女們參加。

7. OnTrack 領袖培訓工作坊－於本週五
起一連三日由趙錦德牧師講授，主題

為：「策劃與溝通」。本會弟兄姊妹

免收費用，請到辦事處報名。詳情請

參閱前廊及樓下壁報板海報。

8. 教會祈禱會－本週六早上 10:30-11:30
改在前廊會議室舉行，為著教會及有

需要的肢體守望禱告，鼓勵弟兄姊妹

出席同心禱告。

9. 兒童家庭詩班－下主日下午 1:00-2:30
在大堂練習，聯絡：Richard 鄭智勇弟
兄。

會務報告
10.「溝通的智慧」專題講座－拿單團將
於本月 23 日週五晚 7:30-9:30 在大堂
舉辦講座，由黃心朗牧師主講，誠邀

會眾參加，一同學習溝通的智慧，締

造美好的人際關係。

11.年青家庭事工－將於本月 30 日週五晚
7:30 在大堂舉辦專題講座：「難於啟
齒」，由何玉英傳道主講，透過講座

幫助父母如何向年幼子女談「性」。

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並可邀請朋友出

席，設有兒童節目。詳情請向 Melanie 
Lau姊妹查詢。

12.教會各部門及委員會負責人請留意－
(1)請於本月 24 日前將 2019 年度財政
預算交予財務部；(2)於 12 月 14 日前
將貴部今年事工報告交到教會辦事

處；(3)所有本年度的開支請於 2019 年
1月 6日前遞交財務部。多謝合作。

13.教會季刊《恩泉》－下期主題為「教
會生活與我」，誠邀會眾踴躍投稿，

除主題文章外亦歡迎其它分享。稿件

可電郵至或交教會辦事處。截稿日期: 
本月 25 日。另外，《恩泉》現誠邀封
面設計員幫忙，有意者請聯絡 Cindy 
Pang。

14.科技委員會－現徵求有意幫助統一及
改善教會三堂網頁的弟兄姊妹，經驗

不拘，請與 Brian 或 Shirley聯絡。
15.辦事處溫馨提示－請大家合作，飯後
廚餘請在廚房裏妥善處理，以免招惹

蚊蠅鼠蟻，合力保持教會清潔健康！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馬笑嫦姊妹 

歐陽鍾寶琴姊妹 郭楊惠嬋姊妹 

張朱佩玉姊妹 張錦標弟兄 

何玉英傳道 

鄭堅屏姊妹 麥志淦弟兄

司 琴

領 詩

劉曾向芝姊妹 

黎雷佩賢姊妹 

今 日 早 堂

為 OnTrack 領袖培訓於本週五一連
三日在教會舉辦的「策劃與溝通」

工作坊禱告，求神使用趙錦德牧師

的教導，幫助出席的領袖學習有更

好的策劃與溝通技巧，同心建立教

會、造就門徒。

為教會裏身體有軟弱的肢體禱告，

祈求神的同在，鼓勵他們在軟弱中

能經歷到神賜的安慰與平安。

代禱事項

各堂崇拜聚會時間及

上主日崇拜人數 (11月 4日) :
粵語早堂 (8:15)： 137
粵語午堂 (11:15):  278
英語崇拜 (9:40)： 175
國語崇拜 (9:40)： 24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司 琴

領 詩

官譚淑儀姊妹 

唐趙英蘭姊妹 唐達銘弟兄 

鄧吳潤儀姊妹 彭江純德姊妹

謝瑞寬弟兄 方立仁弟兄 

陳孔綺玲姊妹 

朱家欣姊妹 

何玉英傳道 

今 日 午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