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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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10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早) 永生神就是靈／我要向高山舉目／向高處行 

(午) 擁戴主為王／願我屈膝祢跟前／開我眼睛使我看見 

祈禱 

(早/午)（詩班）擁戴祂為王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馬太福音 28:18-20；使徒行傳 1:8 

證道
存在的價值 (下)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早) 成為我異象 

(午) 奉獻身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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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異象：培育門徒，世代承傳 

教會使命：效法基督，全人見證

2017 年 12 月 24 日  上午 8:15 / 11:15

主主主日日日崇崇崇拜拜拜

存在的價值 (下)  2019年 1月 13日
(太廿八 18-20；徒一 8) 
黃心朗牧師

異象與召命的依歸：神的權柄 (太廿八 18；徒一 7) 

培育門徒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太廿八 19) 

世代承傳 

 空間：直到地極 (徒一 8) 
 時間：直到世界的沒了(太廿八 20) 

效法基督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太廿八 20) 

全人見證 

 作主的見證 (徒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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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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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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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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vcbc.bc.ca

慕容愛文姊妹 ext.122 
petra@vcbc.bc.ca

蘇沛雯姊妹 ext.121 
cindyso@vcbc.bc.ca

陳陳佩夏姊妹 ext.124 
hannahc@vcbc.bc.ca

教會秘書

604.325.6314  

鄒治國弟兄 

堂務管理 

604.325.6314 
ckchau@vcbc.bc.ca 

1. 一月份《恩泉》經已出版－精彩內容

推介，包括專訪：『黃心朗牧師的武

俠世界』、聖誕活動圖片專輯等。請

到前廊取閱，亦歡迎送贈親友。

2. 樂齡同樂日/婦女早晨－本週二上午
10:00 有專題：「認識回教 (1)」，歡
迎長者及婦女們參加。

3. 教會祈禱會－本週六早上 10:30-11:30
在大堂舉行，由崇拜部分享該部的感

恩及代禱事項，鼓勵弟兄姊妹出席，

同心向神獻上感恩，並同時為教會及

有需要的肢體守望禱告。

4. P2G 詩班－將於本月 20日開始新一年
於午堂崇拜後進行的定期練習。希望

透過敬拜和音樂訓練，讓父母和他們

的下一代在靈命和信仰上能持續地成

長。誠意邀請有興趣的家庭參加，報

名請上網到 http://bit.ly/VCBC-Children-
Choir 、或以電郵聯絡 Richard/Willis 。

5. OnTrack 領袖培訓工作坊－今次主題

為「目標導向的議會文化」，由趙錦

德牧師講授，日期：2月 8 - 10日。本
會會眾免收費用，請到辦事處報名。

詳情請參閱前廊及樓下壁報板海報。

6. 急救證書課程－健康及安全委員會將

於 3 月 30 日週六 9:00 至 5:00，安排
紅十字會急救課程教練來教會教授。

此課程是專為願意在主日崇拜時間輪

值作急救員的弟兄姊妹而設，費用全

免（15 歲以上），名額有限，請儘快
到辦事處查詢報名。

會務報告
7. 一月份會友常務會議及 2019 年度會友

年會－將於本月 27 日主日下午 1:00
在大堂先舉行常務會議，之後隨即舉

行年會。各項提案請參閱前廊傳單、

壁報板或網頁。會前在樓下有餐包出

售。請會友到前廊登記處簽名並領取

表決票一份。註： (1)非會友無投票
權；(2)不能代替或代表別人領票或投
票；(3)全部表決票均屬教會所有，請
離開教會前將未用之表決票歸還登記

處；(4) 2018年 10月 28日會友常務會
議記錄可參閱前廊壁報板或到辦事處

索取副本。

會外消息：

1. 2019 年度宣教節 Missions Fest－將於
本週五至下主日在溫哥華會展中心舉

行，主題為：「宣教：門徒訓練」。

詳情請參閱前廊海報、單張、或瀏覽

網址 www.missionsfestvancouver.ca。

2. 特別講座－主題為「大大小小學詩篇
－從詩篇建立兒童與成人的信仰」，

於 2月 2日上午 9:30至下午 4:00在南
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舉行(611 E. 50th

街)，英語講授，適合家長及負責兒童/
青少年事工的領導者。免收報名費，

截止報名日期為：本月 25 日。報名及
詳情請參閱前廊或樓下壁報板海報。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鄒吳鳳恩姊妹 

余曉慧姊妹 陳樹基弟兄

魏劉一驊姊妹 魏思賢弟兄

黃心朗牧師 

鄭堅屏姊妹 麥志淦弟兄

司 琴

領 詩

潘張英明姊妹

鄭堅屏姊妹

今 日 早 堂

為教會今年踏入 50 週年紀念禱
告，祈求神幫助我們在數算過去神

的恩典之外，更願意靠神渡過前面

的 50年。

為信仰探討班禱告，祈求神的靈在
學員心中動工，讓他們認識神、經

歷神、願意認罪悔改信耶穌。

代禱事項

各堂崇拜聚會時間及

上主日崇拜人數 (1月 6日) :
粵語早堂 (8:15)： 143
粵語午堂 (11:15):  230
英語崇拜 (9:40)： 176
國語崇拜 (9:40)： 36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司 琴

領 詩

李盧燕萍執事 

湯余瑜逸姊妹 陳馬瑞金姊妹

朱馬蝶姬姊妹 彭江純德姊妹

陳詹偉珠姊妹

吳慧中姊妹

唐振權弟兄 

黃心朗牧師 

今 日 午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