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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 Pastoral Team 
陳耀棠牧師/Rev. Y.T. Chan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 

陳甦靈傳道/Pastor Phebe Chan 

(兼職同工 P/T Minister) 

刘春妍傳道/ Pastor Theresa Liu  

(國語見習傳道/Mandarin Ministerial Intern)  

 
 

                                                                    主日崇拜             主日學 

                                                            Sunday Worship   Sunday School 

粵語 Cantonese                                         上午 10:30am    上午  9:00am 

國語 Mandarin                                          上午   9:30am    上午 11:00am 

英語 English                                              上午   9:00am    上午 11:00am 

兒童 Children                                            上午   9:30am    上午  10:30am 
 

教會祈禱會 Prayer Meeting-            週三晚上   7:30pm Wed 

粵語團契 Cantonese Fellowships 

    常青團 Evergreen               隔週二上午 10:00am Alternate Tue 

 (年長兄姊 Seniors)  

    迦密團 Carmel                                          週五晚上 8:00pm Fri 

 (50/60 後/plus) 

    以勒團 Jireh                                              週五晚上 8:00pm Fri 

 (中年夫婦 Middle-age Couples)            

     以諾團 Enoch                                       週日下午 12:30pm Sun 

 (青年夫婦 Young couples)   

    以馬內利團 Emmanuel                           週二晚上 7:30pm Tue 

 (就業青年 Career) 
 

英語及兒童團契 English & Children Fellowships 

     Nehemiah                                                       

 (English Adult Fellowship)                     TBA 

     Dunamis                                                    週五晚上 8:00pm Fri 

 (大學/就業青年 College/Career) 

     Levi/Genesis (Grade 7-12 年級)              週五晚上 8:00pm Fri 

     AWANA (Age 3 歲-Grade 6 年級)        週五晚上 7:00pm Fri 

     AWANA 晚餐 Dinner                          週五晚上 6:00pm Fri 
 

國語團契 Mandarin Fellowship          週五晚上 7:10pm Fri 

網上粵語主日崇拜 

2020 年 8月 2日 
 

本年度教會主題《連於基督，結果更多》 

【崇敬讚美】 

序樂         安靜默禱 

宣召               〈詩 33:18-19;21〉                  主席 

讚美詩                     〈#79〉                           會眾 

詩歌                                                        領詩/會眾 

祈禱/主禱文                牧者 

【恭聆主道】 

讀經           〈來 4:14-16;6:10-12〉                主席 

證道             〈來到主施恩座前〉     陳耀棠牧師 

【虔守主餐】 

【回應神恩】 

詩歌                  〈慈繩愛索〉              領詩/會眾 

奉獻禱告                                          主席 

【主內相交】 

歡迎/報告                主席 

同心讚美              〈榮耀歸神〉                   會眾 

祝福                             牧者 

殿樂                     默禱敬拜 

崇拜事工輪值 

  
主席 

講員 

司琴 

領詩 

影音 

 

本主日 

區以恆 

陳耀棠牧師 

郭區以祺 

區以恆 

徐佳祥 
 

下主日 

陳俊榮 

繆詠堂傳道 

夏馮慧賢 

陳俊榮 

徐佳祥 
 

 

网上国语主日崇拜 

2020年 8月 2日上午 9:30 @ Zoom Meeting 

本年度教會主題《連於基督，結果更多》 

【口唱心和赞美上帝】 

序乐                                                               安静默祷 

宣召            〈诗篇 36:5-9〉                              主席 

同心感恩                  主席 

会众赞美                  会众 

主餐纪念主 

【虚心受教敬拜上帝】 

读经          〈林前 12:31-13:13〉                     会众 

          信息宣讲         〈在爱中行〉              刘春妍传道 

回应诗歌                                                               会众 

【关怀互爱见证上帝】 

感恩代祷                   陈苏灵传道 

祝福                   陈苏灵传道 

三一颂                  会众 

安静默祷                  会众 

家事分享                   陈苏灵传道 

【崇拜后】祷告会 

崇拜事奉配搭 

 

主席 

讲员 

领诗 

圣餐司事 

灯光影音 

本主日 

涂文丽 

刘春妍传道 

涂文丽 

许茉 

张绍亮 

下主日 

张光裕 

陈能儆牧师 

许茉 

- 

张绍亮 

周五国语团契节目 

本周五国语团契以网上 Zoom 形式進行英

語聖經課程。時間 7:45pm 

 

http://www.rcmbc.ca/


 

EM Sunday Worship (Zoom) 

9:00 am on August 2, 2020 
 

 

 

Music Prelude 

Call to Worship 

Welcome & Announcements                                 

Worship through Song:                 Worship Team 

Scripture Reading                              John 14:1-6 

Worship Through the Word:                                  

“The Foolish Claims of Christ” 

Pastor Michael Welbers 

The Lord’s Supper 

Worship through Song:                 Worship Team 

Benediction                     Pastor Michael Welbers 

 

 

Next Week August 9th 

The Speaker: Rev. Tom Mei 

 

 

 

 

 

ANNOUNCEMENTS 

1. The church will launch a virtual Cantonese gospel video 

on Saturday, August 15, 2020 at 8:15pm to 9:30p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o the office (604-275-

1893). 

2. Deacon Nomination Committee (DNC) has begun 

operation. From July to September 13, 2020, active 

members may submit nominations to Pastor YT Chan. 

Nominations are to be made by two active members along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nominee. If you would like to 

obtain the application and/or DNC guide, please talk to 

Pastor Y. T. Chan. The DNC will announce the results on 

September 20, 2020. 

3. The church will continue online Sunday worship until the 

pandemic improves and the unlock notice of the 

government, the Deacons Board will announce further. 

4. August 4th (Tuesday) Long weekend holiday make up, the 

church office is closed for one day. 

5. You can initiate offering thru e-Transfer by going to 

your bank online. Offering will be auto-deposited to our 

church’s bank account. Church e-Transfer email: 

give@rcmbc.ca. For tax receipt purpose, please type 

your information in the e-Transfer message box (info 

similar to the offering envelope: Your legal name, your 

member number, 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If you do 

not have your member number, please contact our 

Treasurer, Jammes Wong (604-828-1293). 

 

 

 

 

 

教會事工  
1. 教會傳道部將於 2020年 8月 15日星期六晚上 8:15-

9:30 分在網上舉行名為「生命故事之真愛回家」視

頻分享會，誠意邀請未信親友參加。欲知詳情，請

與教會聯絡：(604-275-1893)。 

2. 8 月 23 日是教會網上福音主日，講員羅懿信牧師，

請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3. 真理之聲網上版將於 8 月份出版，請大家踴躍投稿，

稿件可電郵到陳甦靈傳道。 

4. 2021 年執事提名委員會現已開始運作。由 7 月至 9

月 13日期間，活躍會友可以在提名委員以外，同時

為 2021年執事候選人提名。表格可以在辦公室索取。

提名必須由兩位活躍會友聯署，並於提名前獲得被

提名人同意。填妥後之表格請送交提名委員會主席，

以便委員會核實。有關「活躍會友名單」及「選舉

執事及提名委員指南」，如有需要請向陳牧師索取。

提名截止日期是 9 月 13 日，「執事候選人」名單將

於 9 月 20 日公佈。 

5. 教會繼續在線上主日崇拜，直至疫情改善和政府解

封，執事會將會有進一步宣佈。 

6. 8 月 4 日(星期二)長週末假期補假，教會辦公室休

息一天。 

7. 自 5 月份開始陳耀棠牧師在主日崇拜講道 PPT筆記,

可向辦公室索取。 

8. 每星期三晩上的教會祈禱會，仍然用 Zoom 程式進

行，教會每星期會儘早發放帳號，以方便弟兄姊妹

可以預留時間參加，一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9. 會眾的奉獻可以在教會辦公時間(星期二至五,下午

一時至五時)送到或郵寄到教會，也可以利用電子

轉帳方式直接存入教會帳戶中，電子轉帳地址：

give@rcmbc.ca。因有關稅務收據之需要，請清楚

填寫法定名稱、會友號碼、電話號碼及詳細地址，

如閣下未能知悉會友號碼，請向黃國強弟兄查詢

(604-828-1293)。 

 

Church Theme 

2020: 

"ABIDING IN CHRIST, 

BEARING FRUIT FOR HIM" 

mailto:give@rcmbc.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