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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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1:3-4 

以歌頌禱告敬拜神
(早) 信徒齊來頌讚／耶和華是我牧者／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午) 榮耀歸於真神／在地若天／心靈得安靜

祈禱 

(早/午) I Sing the Mighty Power of God (詩班) 

以領受主言敬拜神
創世記 3:8-13; 16-19；哥林多後書 5:18-19 

證道
願你得平安

黃心朗牧師

回應詩歌
(早) 在地若天 

(午) 朋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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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9 年 4月 28 日
講題：願你得平安

經文：創世記 3:8-13; 16-19；哥林多後書 5:18-19
講員：黃心朗牧師

平安 (shalom)：完整

平安是怎樣拆毀的? (創三) 

破裂關係 結果

與神 (三 8) 屬靈的不平安

與己 (三 10) 情感的不平安

與人 (三 12) 關係的不平安

與創造界 (三 17-19) 物質的不平安

平安是怎樣重整的? (西一 19-20；林後五 18-19) 

重整的步驟 結果

由父神啟動 完全的盼望

由基督成就 完全的信心

由聖徒傳播 完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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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00111999 年年年 444 月月月 222888 日日日 上上上午午午 888:::111555 /// 111111:::11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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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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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秘書     604.325.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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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治國弟兄 

堂務管理 

604.325.6314 
ckchau@vcbc.bc.ca 

1. 2019 年 3 月份收支及全年累積－詳情
請參閱前廊壁報板。

2. 同工消息－(1)黃心朗牧師將帶領短宣
隊於明日啟程前往墨西哥短宣兩週，

請為黃牧師及短宣隊各隊員代禱；(2)
堂務管理放假期間請大家合作保持教

會整潔，多謝。

3. P2G 詩班練習－今日下午 12:40-1:30
在樓下副堂進行。下次練習時間：下

主日下午 12:40-1:30。

4. 會友常務會議－今日下午 1:00 在大堂
舉行(會前在樓下有餐包出售)，會議議
程請到前廊自行取閱、或參閱壁報板

或教會網頁。會友請於開會前到前廊

登記處簽到、同時領取表決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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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常務
會議記錄可參前廊壁報板或到辦事處

索取副本。

5. 樂齡同樂日/婦女早晨－本週二上午
10:00 有 Pastor Kent 分享專題：「優
質生命」，歡迎參加。

6. 教會祈禱會－本週六早上 10:30-11:30
在大堂舉行，由董事會董事分享他們

的現況及代禱事項，誠邀大家出席同

心聆聽及代禱；同時亦為教會及有需

要的肢體守望禱告。

7. 婦女查經班(A)－將於 5 至 8 月放假，
9 月份將恢復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五
上午 10:00上課。

8. 溫浸立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及網頁－
誠徵會眾提供一些過去在教會拍攝的

會務報告
舊相片，用於刊登於紀念特刊及網頁

內。詳情請參閱前廊有關單張。

9. 「真漢子」男士小組－於 5 月 12 日主
日在樓下副堂聚會：下午 2:00 有乒乓
球教學及練習，3:30 開始研讀主耶穌
的比喻，第 5課由黃偉明執事帶領 (主
要經文: 太 7:24-29)，聚會後可自由參
加晚餐。聯絡：David。

10.VBS 2019 暑期聖經學校－將於今年
7 月 8 - 12 日在教會舉行，主題為：
「Stand Strong」，於 5月 5日開始接
受報名，歡迎學前班至六年級的小朋

友參加，分半日營 (上午 9:00-12:15，
適合 3–5 歲小朋友)、及全日營(上午
9:00 至下午 4:00，適合幼稚園至 6 年
級小朋友)。詳情及報名請瀏覽網頁：
vbsatvcbc.weebly.com，或於 5 月 5 日
起逢主日上午 11:00-12:00 到樓下報名
處洽。另外 VBS 需要大量義工協助，
請到上述網頁或樓下報名處洽。

11.五十日個人靈修指引－除可於前廊索
取外，亦可上網到教會網頁下載（網

址：www.vcbc.bc.ca）。

會外消息：

1. 加拿大教會音樂事工－將於 5 月 11 日
舉辦免費英語講座「崇拜重整：無分

年齡能力同參與」，請參樓下海報。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蔡淑英姊妹

黃天賜姊妹 吳葉桂桃姊妹

歐陽鍾寶琴姊妹 郭楊惠嬋姊妹

黃心朗牧師 

陳佩儀姊妹 麥志淦弟兄

司 琴

領 詩

鄭林翠榮姊妹

關堯傑弟兄

今 日 早 堂

為明日起至 5 月 13 日教會三堂聯合
共 12 人的墨西哥短宣隊禱告，祈求

神保守他們路程平安順利，各人身體

都能適應當地的天氣和食物，並求主

幫助他們將神的愛傳給未認識神的朋

友，讓他們得著福音的喜樂和福氣。

為因身體軟弱無法回教會聚會和崇拜
的肢體禱告，求神同在、保守看顧他

們，藉著他們讀經禱告與神親近的時

候鼓勵並堅定他們對神有信靠的心。

代禱事項

各堂崇拜聚會時間及

上主日崇拜人數 (4月 20日) :
粵語早堂 (8:15)： 141
粵語午堂 (11:15):  262
英語崇拜 (9:40)： 180
國語崇拜 (9:40)： 35

主 席

講 員

司 事

急救員

司 琴

領 詩

李國熙執事 

柯健瑩姊妹 謝永忠弟兄 

黎玉蘭姊妹 歐黎秀嫻姊妹

陳凱儀姊妹 梁永明弟兄

吳慧中姊妹

朱家欣姊妹 

黃心朗牧師 

今 日 午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