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M. AGENDA 2012 <會友大會> 議程

Date : Sunday, March 11th, 2012 

Time: 12:00pm
Place: C.P.C. Sanctuary
Moderator:  Rev. Morgan Wong
Interpreter: Rev. Allen Ye

日期:公元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時間: 中午十二時正
地點：長老會禮堂
主持人: 黃鼎盛牧師
翻譯員﹕余一安牧師

1. Welcome, Opening Prayer & Scripture  
                         

2. Business: 
    A. Election of recording secretary for 
A.G.M
    B. Adoption of Agenda
    C. Adoption of 2011 A.G.M. minutes
    D. Financial report:
        -2011 Treasurer’s Report
        -2011 Financial Review (unaudited)
        -2012 Proposed Budget
    E. Listing of Church Manse
         - Motion:
    F. Election of new members to Board of 
Managers 
    G. Appointment of Church Treasurer
    H. Election of Trustees
 

歡迎、祈禱、讀經

2. 議事：
A. 選舉大會書記
B. 接納議程 
C.   接納二零一一年會友大會紀錄
D. 財務報告
　- 二零一一年司庫報告
　- 二零一一年財務評語(未核實)

　    - 二零一二年財政預算
    E. 掛牌出售牧師屋
      - 動議:
    F.選舉新值理
    G.委任教會財政
    H.選舉信託委員
  

3. Report from Rev. Morgan Wong
4. Report from Rev. Allen Ye 
5. Report from the Clerk of Session

3. 黃鼎盛牧師報告
4.  余一安牧師報告
5. 堂議會書記報告



6. Report from Fellowship/Departments:
    A. Board of Managers
    B. Chinese Adult Fellowship
    C. Chinese Bible Study & Prayer 
Meeting
    D. Chinese Choir
    E. Ezra Fellowship
    F. Preschool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G. Summer Conference (Chinese)
    H. Sunday School (Chinese)
    I.  Sunday School(English)
    J Vacation Bible Study
    K. W.M.S. (Chinese)

6. 團契及各部門事工報告
A. 堂務委員會
B. 成人團契
C. 中文查經祈禱會
D. 中文詩班
E. 以斯拉團契
H. 幼兒園及中文學校 
G. 中文夏令會
H. 中文主日學
I. 英文主日學
J. 暑期聖經班
K. 中文婦女會

7. Other Business & Announcements   

8. Closing Prayer & Benediction        

7. 其他及報告

8. 祈禱祝福 (議畢)

2011 會友大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主持人﹕史台德牧師

傳譯人﹕黃鼎盛牧師

出席人﹕(會眾)

1。歡迎﹐祈禱﹐讀經

2。議事﹕

   A. 選舉大會書記 – (Peggy Chow)

   B. 接納2010會友大會會議記錄﹕

      - Ada Con 動議接納今年議程﹐Margaret Mah 附議﹐通過。Victor Ling 動議接納2010



年度會友大會會議記錄﹐Holly Siu 附議﹐通過。

   C. 堂務委員會報告﹕史台德牧師表示更換窗戶是好主意。Ada Con 動議接納本報告﹐余
牧師附意,通過。

財政報告﹕(2010 Linda Sze) – 沒有額外報告。      
評註: 袁許麗霞姊妹表示報告造得好﹐得到會眾鼓掌認同。Linda Sze 動議接納此報
告﹐Linda Con 附議,通過。

財務報告 (2010 未經核實)﹕Athena Chu動議接納此報告﹐ Margaret Mah附議,通過。

2011 財政預算﹕問答或評註﹕Richard Wong – 已把問題交給余牧師﹐有沒有答案﹖余牧
師轉給黃牧師作答。請Richard Wong把問題在今日大會再提出。

問題﹕在教會財政報告中的廣告費用 – 中文學校學生退減﹐增加赤字… 按過去八年經
驗﹐廣告費與報名學生成正比。他問及這費用並沒有考慮。希望教育部回應﹕每年學生的

數目(自2003年教育委員會被解散)。

請看每年學生報名進度 – 各教育部門的每年數據。

也可從學生學費中參閱﹐自有赤字以來。

動議﹕知道過去八年來學生的數目(中文學校及幼兒園)

John Con 動議接納財政預算。今天不適合回應 Richard Wong 的問題。

Ken Shuen: 2010年從幼兒園中取了三千元。

學生數目﹕自2000年來有增加。去年學生有269名﹐過去中文學校的收入﹐Ken 可提供。

Dr. Siverns – 建議有書面的資料提供 Richard Wong 的要求。

Ken Shuen 討論過去三年的收入及特殊的財務資料﹐稍後可提供。

Howard Wong: 想更收財政預算﹐並提供問題 (1) 聖經﹐(2) 教會物業。

John Con 動議接納財政預算﹐ George Hui 附議。

Howard Wong 再復問題﹕ 黃牧師讀出Howard Wong 的關注﹕ 設有財政更換禮堂中聖
經。答案﹕沒有經費﹐但可請連牧師協助修補。

Howard Wong動議一千元作換取禮堂聖經﹐Margaret Mah 附議。Ken Shuen 建議修改動
議﹐此款項可從 Replacement Fund 中付出。

Howard Wong提示這事議已有一段時間﹐希望今年有所行動。並建議今年花錢去達到目



標﹗

Dr. Siverns﹕有建議今年修換聖經及聖詩歌書。Margaret Mah 附議。

有關 Replacement Fund: Ken 指示看21頁。

Dr. Siverns﹕表示Howard Wong 希望今年內做好。

標記: Dr. Siverns問是否答應今年內修換聖經及聖詩歌書﹖

袁許麗霞姊妹﹕商議修改聖經及聖詩歌書。

Howard Wong – 是否可以在技術上加插財務一攔。

John Con 建議寫出標記。

討論﹕黃牧師 – 可否用投射器﹖每月只用一次﹖

Dr. Siverns﹕同意在財政預算中加上標記。

Howard: 第二點 – 教會物業﹕有甚麼計劃﹖只是投資而已﹖教會有其它需要嗎﹖黃牧師﹕
堂議會將於兩星期後會在這方面作出表示 (presentation)。

Howard: 建議在兩週內有書面報告﹐以便討論和避免溝通上的誤會。

黃牧師﹕此 Presentation 只作資料上供應﹐而不會有所行動。

Victor Ling: 表示Howard 的建議之重要。應開始如何向前行﹐並以禱告求 神帶領前面道
路。

Deanna: 問題﹕在教育部增加改收入 – 今年正確學費是 $421﹐000… $459,025。廣告因
素。

2011年度教育收入有$58﹐000加增加 - 甚可能﹖

Dr. Siverns﹕是與幼稚園和中文學校有關 – 請Grace (學長)解答﹖

Grace Tong (校長)﹕已把兩間學校報告堂議會。中文學校 – 學生人數有減﹐但家長喜歡德
育堂﹔幼兒園 – 因畢業後沒有可以升級﹐其它學校給取我們的學生﹔今年開始幼稚園﹐將
於三月公報﹐幼兒園家長捐贈兩千元作廣告費。

Grace Wong: 請把教育部的資料如活動﹐學生數目﹐和收入編印給大家﹐包括CPA。

Dr. Siverns﹕此資料應給會眾﹐包括﹕把資料整理後給會眾。



Richard: 關注自2003年教育款項﹐管理不善? 管家﹖

Dr. Siverns﹕應澄清﹐而不認為管理不善。

Dr. Siverns﹕Adrian 同意這點是討論議案。

袁太﹕多謝 Grace Tong 校長的領導。

John Con: 建議接納財政預算﹐加上兩點﹐George Hui 附議﹐通過。

有沒有反對﹖無。

   D. 選舉新值理﹕需要多少人﹖有沒有新人﹖建議現有成員再任﹐不用更改。

   E. 委任教會財政﹕Linda Sze 同意繼續﹐並得堂議會指任。不用更改。

   F. 選舉信託委員﹕現任成員 – 有需更改﹖Grace Wong 動議,George Sze 附議與去年同樣
五人擔任﹐通過。

George Sze: 討論信託委員的責任及有問題 – 不明白他們的身份。Dr. Siverns – 只有簽名權
力。Daniel Lai (第八頁), Justin Ho 和?Wong. 註﹕Justin Ho 已遷往澳洲。

Ada Con 動議接納 #3 – 5.L 的報告﹐Linda Con 附議﹐通過。

6. 其它事議﹕無

7. John Con 動議散會﹐Athena Chu 附議﹐通過。

Dr. Siverns 結束祈禱。

我 靈 歡 欣

黃鼎盛牧師

“我 的 心 必 靠 耶 和 華 快 樂 ， 靠 他 的 救 恩 高 興 。”

̃詩 篇35﹕ 9



2011年是本教會五年主題的第二年。按敬拜為召點﹐教會的主題定為 “我靈
歡欣”。身為一位蒙恩的罪人﹐如詩人說﹕“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
興”(詩篇35﹕9)。不論是個人或集體的層面﹐讚美和敬拜是信徒內在生命的流
露。

敬拜不單止是在主日唱詩﹐讚美和祈禱。我們敬拜神﹐首要是享受  衪。正
如魯益師說﹕“神吩咐我們榮耀衪﹐神是邀請我們享受衪。”華爾比形容﹐“敬拜是
把我們完全歸順於  神。以衪的聖潔來喚醒我們的良知﹔以衪真理來喂養我們的理

智﹔以衪的榮美來潔淨我們的思維﹔以衪的愛來開啟我們的心﹔並以衪的旨意來降

服我們的意志。”

感謝神恩﹐讓我們教會中英文崇拜靠著聖靈的工作﹐會堂時常充滿歡樂和諧

的氣氛。在2011年度教會曾有五次的聯合崇拜﹐藉此讓弟兄姊妹們有更多的機會互

相溝通﹐述說主恩。小弟與余牧師亦有每月一次交換講壇﹐彼此在證道上有更多分

享。主內兄姊又按著不同的恩賜﹐願意把自己最好的奉獻給  神。一群忠心的教師
在主日學課上熱心地教導。各音樂小組包括各位琴師在主日中選用美妙的音樂敬拜 

神。當主席的﹐招待的﹐插花的﹐翻譯的﹐音響的﹐當司庫的﹐您們各人忠心的事

奉﹐在  神眼中衪都察看到﹐將來必定得到那榮耀的冠冕。教會中英文堂各項小組
團契仍然繼續不斷地聚會﹐在  神的家中不停地分享與學習。深深感謝各位小組的
領導人﹐願  神報答您們各人事奉的擺上。平常週四下午的查經祈禱會更在年底時
加添了週三晚的聚會﹐讓工作的弟弟姊妹也有機會多讀  神的話語和為教會事務代

禱。

今年的暑期聖經班主題是“熊貓天地”﹐美麗的竹林在禮堂出現﹐我們眾弟兄

姊妹霎時間感到非常興奮。多謝林理祿姊妹的領導及主日學校長簡黃翠蓮姊妹和各

位老師義工們合力主持﹐使到學生們受益良多﹐家長們稱讚的聲音也傳到我們的耳

朵。願一切的榮耀歸于我們在天上的父。一年一度的郊遊會在八月時份在 Riley 
公園舉行﹐那天我們始辦了聯合崇拜﹐讓大家能依時參加﹐與幼兒園的同學和家長

玩得喜樂融融。八月時又有機會能夠加入中華基督教會主辦的夏令會﹐並由陳沛江

弟兄領導擔任夏令會的主席﹐弟兄姊妹在夏令會中更各有不同的得著﹐在靈彼

此交通﹐在友誼上更跨進一步。

感謝  神﹗今年共有九位弟兄姊妹領受洗禮﹕中文堂有羅允昌弟兄﹐杜延慧

姊妹﹐關心潔姊妹﹐黃竟成弟兄﹐曾桂芬姊妹﹐黃銘弟兄﹐吳商美妮姊妹﹐和劉芳

羽姊妹﹔英文堂有Lenora Der 姊妹及黃寶文姊妹接受堅信禮。希望各位兄姊在靈

面給于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關懷與聯絡﹐同頌主恩。

個人方面﹐在五月廿二日﹐本人牽著長女加賢的手﹐一同踏步禮堂﹐見證她



和 Daniel Stone 弟兄的婚禮﹐願 神賜福他們幸福快樂﹐愛主更多﹔一星期後﹐我又

踏入第一浸信會的禮堂﹐出席威廉克理神學院的畢業禮﹐與此同時﹐領取我多年供

讀教牧學博士的畢業證書﹐讓小僕完成一直以來的心願﹐這一切都是 神的厚恩﹐
多謝教會眾長老和弟兄姊妹出席﹐與我一同歡樂﹐頌讚主恩。在此再次多謝各位對

我的支持與鼓勵。入秋時﹐內子錦城向堂議會遞交幼兒園校長的請辭信﹐並於今年

暑假後生效。 神是信實的﹐必為我們預備一位新的校長﹐因衪的名稱為耶和華以
勒。

最後衷心感謝眾長老﹐教會的財政﹐堂務委員﹐和每位財務上的成員﹐他們

忠心的事奉﹐按恩賜擺上自己來準備﹐監管和處理教會的財政預算﹐資源和設施。

堂議會的眾長老極勤奮地服侍教會﹐為教會立定屬靈方針﹐並使教會樓宇的發展與

教會的願境聯繫為一﹐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在本社區有更突破的貢獻。榮耀

歸與上帝﹗

英語堂年報



回顧過去的2011年和在華人長老會 (CPC) 的事工，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曾經走過了相當
長的路程。在這次的年報中，我將提及英語堂幾個、使我留下了一個深刻記憶的、焦點。

2011年，我們在CPC的「靈性奮興」主題上，是集中於要明白在基督徒的「群體崇拜」意
義。我們發現：「崇拜」不只是限於在星期日的「敬拜上帝」，我們 ‐‐ 名之為教會群體 ‐‐ 

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敬拜上帝」的情懷。在每日的生活中， 我們要常常警醒：我們要將
目光、面對我們的上帝。在「靈性奮興」這個主題上，我們要認真體會什麼是「基督徒的

樣式」，以致我們這群跟隨基督的人，能夠活出更像基督。

在「靈性奮興」和「基督徒樣式」的主題探討上，我高興報告：我們看見會眾與上帝的關

係上，有好的成長。在英語堂中， 我們看見會眾們，藉著「聖經研習班」，是在不斷成長
的進途中。今年，「女子聖經研習班」繼續有雙週式聚會。自從開班以來，我們一共已有

三十次的聚會了。我們聚會的目標是，藉著《路加福音》，要學習耶穌的在地上的生活和

事工。此外，自2011年秋季開始，「晚上聖經研讀班」學習《馬可福音》，並且在聖經研
讀中，我們也使用Timothy Keller 博士的《King’s Cross》一書，作為補充課本。在「女子
聖經研讀班」和「晚上聖經研讀班」這兩班中，我們的參與學員，都豐豐富富的得到上帝

話語的祝福。我們邀請你，請你也來參與這個靈命成長的路程吧。

我們不單是停著在「靈性奮興」學習中，我們也有一次機會和其它社區教會有團契活動。

在夏天時，我們曾參與「溫哥華臺灣長老會」(VTPC) 的「音樂隊團契」 。在那次星期六
晚上的聚會，我們的「詩班崇拜隊」加入VTPC 的「崇拜隊」，一起高歌讚美上帝。在那
次的經驗中，我們看見其他在基督裡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熱烈地以音樂崇拜上帝的。在冬

季時節， 我們的崇拜組的領袖，也曾參加入了由 Mia Fieldes of Hill Songs United. 主持的
「崇拜講座」，我們學習寫作讚美崇拜的音樂。聆聽上帝的聲音和祂的啟示我們生活安

排，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通過禱告、默想和反思，我們可以看見上帝在我們的生命和別人

的生命中的作為。

英語堂會眾曾參加了由鄰舍的Oakridge Adventist Church舉辦的Oakridge Block 
Party。我們派有會友代表出席。我們設有一個帳篷、並且邀請人們參與抽獎，也
送出了獎品禮物。通過這次聚會，我們能夠有機會遇見許多在Oakridge 地區的鄰
居。並且在那裡，能夠介紹有關我們的教會資料：幼稚園 和 中文學校。

在2011的年結， 英語堂會眾大力支持「C4C 青年組」對「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的幫
助。C4C 計劃為「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籌集 $1200以補足一個槽櫪的動物。英語堂宣告計
劃後，教會熱烈的支持和反應，真令人驚訝。經過一個月長的籌款活動，包括C4C舉辦的
籌款晚餐售票，暗票拍賣物品，捐獻等，C4C 竟能籌得比他們最初計劃的款項多出一倍。
最後，他們為「世界宣明會」籌到 $2500+。
現在反思在2011的過去一年， 我們可以說：總共 學習得到了一少許， 增長了一少許 和 經

歷了一少許。在2012 的未來一年，我要前瞻教會的事奉 和 仰望上帝的帶領。

阿門。

余一安牧師、恭敬呈交。



司庫報告

2011 年「華人長老會」財政是一個好的年度。 我們盼望能夠持續地有改善。 

在奉獻收據中，我們可以看見有輕微的增量。最大的鼓舞是：幼兒園的充分和中文

學校的報讀學生增加。今年修理和維修的支費、節約到最低的要求 ; 因此我們在

「財政預算」中，支用了很少。有緊慎的控制支費策略，導致我們有剩餘。 

我們應該繼續從事改善我們的財務狀況，因為它給教會一個基礎去增長。我們被賜

與

物力和人力的資源、為的是要盡全力完成上帝的工作。基本上，我們應該 加強我

們的

財務，加強我們的教會，加強我們的會眾，加強我們的學校，以達到我們「華人長

老會」的異象。 

多謝孫國權在財務和管理方面的協助， 惠博寧處理管理系統的帳目、和物業維

修，李許美娟處理按月工資單。並且，多謝雷鄭綺年、李許美娟、惠博寧和 惠林

猗蓮，他們在每星期天都點算「主日奉獻」。 

我們處於一個堅強的位置上去達成我們教會的異象。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成為堅忠

的

「華人長老會」會眾。

在主裏的服事

史黃美意



2011年  堂務委員(值理)會的報告

在 2011年，堂務委員會感謝馬麗虹、楊英偉擔任書記，楊英偉負責電腦資訊和其他事
務， 陳沛江負責保安事務和史黃美意的財務管理。堂務委員會感謝馬麗虹和 Jus(n Ho 在
教會和堂務委員會中的事奉。我們更感謝黃牧師和余牧師的多方指導。

在 2011年，堂務委員會處理的事項，有以下：

1. CPC (華人長老會) 的網站得更新完成。感謝 Brent Mar(n，馬麗虹，和余牧師時間上的
   奉獻。

2. 堂務委員黃永聰和惠博寧分别擔任「物業發展管理」及「聘選幼兒校長委員會」。

3. 教堂外門的 門框、窗台，的油漆翻新 ; 堂務委員會感謝 CPC 幼兒班家長們的慷慨捐贈。

4. 戶外遊樂場入口的簷篷已經改換，我們也感謝 CPC 幼兒班家長們的慷慨捐贈。

5. 以下設施已得到改善：

       A. 音樂室，辦公室，和 樓上課室 的燈光 已更換、改善。

       B. 防火和安全警號系統的檢查。

          傳送系統已檢查。由於安全系統的時日已久，堂務委員會計劃在 2012年 更換現有
          的系統。我們已邀請承造商更換系統，並收到了 5 個「報警系統公司」的報價文
          件。

       C. 車庫門已修復。

       D. 安裝「氣溫定時調節器」，讓白天可自動控制調節教會的溫度。

6.     物業的出租、繼續由 VHL 管理。在 2011年租出的所有物業，執事會決定在 2012年不
     增加租費。堂務委員會繼續遵循一貫的原則：所收入的物業費支付，只使用在那些視

為

     對住戶的所必需安全上。

我們鼓勵粵語和英語兩堂的會眾，都積極參加堂務委員會的事奉行列。

在主裡的服事

惠博寧

堂務委員會主席



中文團契年報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
                 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10章25節

感謝神保守和帶領我們的中文成人團契，可快過去一年，在過去一年中，感
謝主賜福我們團契的弟兄姊妹平安度過。

雖然我們是年長之輩，有時身體軟弱，但我們靠著主的恩典就能勝過一切。
更多謝黃鼎盛牧師與及師母的愛心激勵和關懷，使弟兄姊妹愛主的心更深，亦多謝
弟兄姊妹的愛心代禱，使團契繼續不停的聚會，過著團契溫暖，享受屬靈生活的福
氣。我們是何等蒙恩的一群，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請弟兄姊妹都來參加
團契生活，大家同享各樣屬靈的福氣。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投
靠衪的人有福了。(詩篇34:8節)

成人團契聚會時間由二月份開始每月一次每次，由第一個星期五中午十二時
在教會舉行，每年共有十次由黃牧師指導，繼由黃牧師 ˴ 師母以及弟兄姊妹擔任福
音分享及查經。

聚會開始唱詩讚美神，亦有簡單午餐或茶點，都是弟兄姊妹的擺上。年終感
恩分享，數算主恩，求主帶領我們進入新的一年，使我們能得豐盛的生命，力上加
力侍奉主。
                                                
                                                            主內
                                                            黃關翠琴執筆

查經祈禱會

歡迎兄姊參與研讀「創世記」。黃牧師教導，使我們明白聖經是講論神的

事。自始至終是使人類相信神。神創造的宇宙，令人感到驚奇。在神啟示自己給人

類的漫長進展中，蒙救贖的人有盼望，自由是神所賜，思想自由、選擇自由、良心

自由，但獨裁者在處心積慮地設法奴役別人，在衪創造的過程中，雖然滿了艱苦與

辛酸，然而那將來的榮耀，足以抵償今早日所付的價，證明神的計劃，是完全正確

的，藉著基督的恩，各人自動合作而成的。

以諾在一個其邪惡的社會中，還是與神同行，這真是難能可貴的。永恆是必

要有的，所以人人應當謹慎儆醒，教會是神的家，彼此照顧、幫助、勸勉，善的去

作，為主而活。

                                                                                                                                               



袁許麗霞

以斯拉團契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歌 羅 西 書 3:16)

感谢主對以斯拉團契的保守和带領。從二零一二年，一月開始，以斯拉團契每个星期六都

有聚会。時間仍然是晚上七點到八點半。聚会仍然有唱詩，分享和彼此代祷。我们將会有
更多靈修的時間。願靈命更有長進。

我们在新一年裡都期盼繼續在基督的愛裡有分享和成長。

主内
楊英偉



幼兒園及中文學校2011年年報

我揀選了您們﹐並且分派您們去結果子﹐叫您們的果子常存。 
                                                                                   ‐ 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

時間過得很快﹐2011年無情地溜走了﹔但神的慈愛卻永遠長存。

2011年幼兒園學生上下午班仍然各有40位﹐人數滿額﹔但是幼稚
園上午班只得7位﹐因為政府學校的幼稚園今年已經改為全日制﹐這正
是幼稚園學生不足的原因。

今年很高興能夠請到一位韓國藉老師﹐她在U.B.C. 主修音樂系﹐彈
得一手好鋼琴﹐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她﹐求神重用申晶旭老師。

家長會各位成員仍然非常熱心﹐不遺餘力地幫忙學校安排各項活
動、籌款等等﹐最近還把遊戲場的舊帳篷換上新紅色、顏色艷麗開
揚﹐非常感謝家長會主席余徐綺年女士的領導及對學校的關顧。

今年八月林美德老師提早退休。在校任教十多年﹐我們都捨不得
她的離去。畢業禮時學校曾送上水晶紀念座給林老師作紀念。求神祝
福她退休後的生活。

轉眼間余在幼兒園任教已有32年之久﹐明年八月也該是退休之年。
回顧在幼兒園的歲月裡﹐老師、家長和同學們構成千絲萬縷的情懷﹐
那美麗的回憶﹐將會銘刻我心。感謝教會各位牧師、長老們及各位弟
兄姊妹時常對我的愛戴與指導﹐靈裡的禱告﹐感激萬分﹗

中文學校仍然保持週五、週六上午及下午三個不同的上課時間﹐

週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十五分還有國語班。因課室問題﹐中三同學則需
要在週六下午三時後上課。學生人數大約279人。今年九月開始﹐學校
教學課程有所更改﹐將從前半小時的國語授課延長至一小時。相信在
未來的社會環境生活裡﹐採用國語的需求會更多﹐因此﹐在2013年度
學校將會全面採用國語教學。家長們聽見學校改革的事宜﹐也非常高
興﹐感謝神恩﹗

謝謝曾長老和孫長老時常幫忙商討學校的行政及各項事務﹐給予
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願神報答他們愛心的擺上。

在此衷心感謝黃牧師、余牧師、各位長老、各位值理及弟兄姊妹



們的支持與代禱﹐願神祝福各位在主裡常常喜樂與平安﹗

   主內

  吳錦城執筆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 
中文堂夏令會 
2011 年度報告 

2011 年7 月 29 日到8 月 1 日，我們中文堂會眾 (CPC) 有機會參加由中華自立基督
教會（CCC）舉辦在蘭理市，西三一大學的夏令會。 

今年中華自立基督教會第 37 夏令會的主題是"見證神恩典，以愛服侍人"，嘉賓講
員是梁樹榮牧師 (梁師母是我們幼稚園的老師)。還有，由謝仲賢博士主持的"自我
意識和關係"共 3 小時的工作坊講座。是次夏令會中文部、 英文部及兒童節目的參
加總人次近 300 人，包括我們黃牧師、黃師母和35位長老會中文堂會友。3日3 夜
的生活裡，你能想像我們是何等滿足快樂麼 ！我們參與的中文堂會友，不論老
少，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還記得2010 年我們成功在長老會大禮堂舉行夏令會。再根據2011年夏令會規劃會
議調查結果，一半的回應贊成中文堂會友到外舉行夏令會活動。可是，小小的
$1,000夏令會活動預算有限，在 2011 年 4 月的工作未能尋找合適的住宿。最後，
黃牧師批准我們參加CCC夏令會。 

我必須同意2011 年夏令會是一個寶貴的機會，學習 主內的恩典和愛，以及如何把
一生奉獻給上帝。因交通和健康問題不能參加的會友，我需要特別多謝你們的包容
和寬恕。祝願大家在忙碌生活裡面，緊握時光多多親近上帝。讓我們更熱心廣傳福
音和分享神的愛，使主的名得以高舉。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主內共勉 

陳沛江 



中文主日學

耶和華說：Γ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嗎？˩ 耶23:29

聖經大有能力，能擊敗聽者的反抗，所以我們各人都存著渴慕和敬畏的心去追
求神的話，我們同樣選用上一年的課本“聖經真理的百課”，我們學了：

基督之再來，所以我們要殷勤和儆醒，要過一個聖潔和無玷污的生活，好像
主今天就要來臨一樣。
罪惡敵擋聖靈，不可忽略了它實在的價值，這時聖靈會因此憂傷。
聖經，“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40:8
創造的故事，我們看見衪是一個有秩序的、有邏輯的、合理的和有大能的計
劃的創造者。
人類的墮落，撒但藉著蛇去工作去引人犯罪。
罪，是一種行為，破壞律法和誡命的即是罪。
人之三個組成部份，靈是神的意識 ― 與神交通的能力，魂是己的意識 ― 成
為一個有個性的人，體是世界的意識 ― 藉感覺有理解世界的能力。
天使，天使為神所造，天使是屬靈的，天使行走速度極快，天使比人有智
慧，天使

   大有能力，天使有許多等級和職份，天使是永存的，天使無性別，我們要繼
續學習
   真理的奧秘。

當我們遇到難題時，有黃師母在旁解答，當遇到難以解答的問題時，便要請
黃牧師來解答，我們各人存著虛心去學習，當研究、討論時，各人都放棄主觀，追
求客觀，不靠肉眼，運用靈眼，不求片面，只求整體，不信虛傳，務求真理，以致
各人的靈命更加增長，榮耀在天上的父。

                                                                                                                                                                  
                                                              主內                                                                                                                                            
                                                              曾何婉儀

中文成人主日學

感謝主，齊來學習神的訓導，Γ聖經中的女性˩課本啟示，共同建立教會，要
下功夫栽種的。各人分享信仰 ，坦誠溝通 ， 接納不同意見 ，委身，鼓勵和代禱。



我們的心交給衪，祂必給我們力量，成就衪的旨意。願神祝佑。

                                                                             袁許麗霞

主日學報告

“教 養 孩 童 ， 使 他 走 當 行 的 道 ， 就 是 到 老 他 也 不 偏 離 。”箴言22﹕6

我們讚美及感謝 神在主日學不繼的保守和帶領。我們共有十六位教師和兩位代課老師﹐他
們每週擺上時間﹐委身地在小童﹐青少年和成人中教導和模範神的說話。每年我們有三至

四次開會籌備各項活動。同學們每週的奉獻用在長老會PWS&D﹐聯合福音使團和區會的
營地中。再者﹐去年秋季﹐他們還捐贈書本﹐小的玩具﹐衛生用品給Operation聖誕鞋盒禮
物。

今年初﹐每月第一個主日我們一班老師開始了一個祈禱會。目的是為主日學和教會的須要

祈禱和感恩。出席率嘗好﹐並且目睹禱告蒙應允而興奮。

由幼兒級至就業班共有57位同學﹐也有一班8人組成的成人班。平均每週約有50 至60位同
學參加主日學。

幼兒級至小學部依然以分組循環式教學。各位同學很喜愛去到不同的教學站參與各項活

動﹕例如聖經故事﹐手功﹐課題跟進﹐遊戲﹐唱歌和每月的生日派對。老師們都用心良苦

地為每課題設計不同的手藝和遊戲。

感謝 神為我們預備一群忠心的導師﹐在英語崇拜時負責Kids’ Kare 的小朋友。他們以故事
和教材來教導每位的小朋友。今年﹐我們推介了背唸金句和讀經給那 6 – 8 位的同學。

今年主日學同學參與了以下活動﹕

4/24 – 幼兒班至小學三年級同學在英語崇拜中表演唱歌和背誦金句。

4/24 – 復活節﹕尋找復活蛋﹐魔術﹐兒童故事和小吃。

5/11 – 同學們在母親節崇拜中協助派送鮮花給母親。

6/19 – 同學們在父親節崇拜派送筆給父親。

6/26 – 年終派對﹕尋寶遊戲﹐魔術﹐兒童故事和小吃。

9/11 –題主日學開課。

9/18 – 聯合福音使團的 Darren Sinke先生來介紹他們的兒童和青少年活動。



9/25 – 主日學老師謝師宴。

10/9 - 幼兒班至小學三年級同學在感恩節崇拜表演﹔小四至八年級同學作司事﹐接待來
賓﹐派發      週刊和收奉獻。

12/18 - 幼兒班至小學五年級同學唱聖誕歌及背誦聖誕故事。

12/24 – 年長的同學在蠟光晚會表演聖誕話劇。

12/29 – CPC 溜冰派對。

每年我們都需要主日學和Kids’ Kare的義工。希望大家為我們代禱和支持﹐特別在我們徵
募義工時間。

在此﹐我多謝各位老師和代課教師的勞苦和委身。願 神祝福大家﹐多多事奉 神﹐榮耀歸
主﹗

簡黃翠蓮執筆
主日學校長



「暑期聖經學校」報告–2011 年

2011 年的「暑期聖經學校」是在 7月 18 日 至 22 日、 從 上午 9:00 至 中午12:00 舉
行。我們的主題是〝狂熱的熊貓 --上帝對你的熱愛 ! 〞這「課程」是由 Group 
Publishing Inc 創作。課程的重點，是要探索上帝對衪兒女的熱愛。

我們祈求上帝的供應，讓我們有足夠的義工，來為 50 個小孩子提供這一個課程。
上帝不僅供給我們足夠的義工，祂還供給我們有整整50 個孩子參與這課程！ 

每個早上，我們以歌唱和短劇開始，介紹了當天的「主題」，然後、學生們分別列

入小組。每小組是由個一個或二位組長帶領參與由老師編排的、各種各樣不同的活

動。早上的活動有：聖經故事時間、遊戲和小食，並有配合 與當天信息有關的手
工作業。在下課前， 我們以音樂、歌唱來重溫這天的所學到的信息，以結束當天
的活動。

在這個星期裡， 孩子們均參與一個特別項目、名叫「孩子對孩子的活動」-- 每個
孩子要做一個背包。在最後一天的閉幕儀式時，他們要交出這個背包。這是一個我

們與Group Publishing Inc. 合作的活動，我們請他們安排將這些背包，連同一本西
班牙文的聖經，送到南美洲地方的孩子們手裡。在這星期的中，我們要使孩子們明

白這個「使命」計劃、明白要幫助和愛他人的責任。現在、我們接受來年的「假期

聖經學校」所需的費用、包括材料、補助資金、的奉獻。願上主保守這個事工、祝

福每一個忠心和熱誠的年輕組長，經驗豐富的老師， 熱情的音樂組長，許多的禱
告勇士和的一班可愛的孩子們。

在這一個星期的「暑期聖經學校」期間，我們是特別要感謝中文堂的會眾、每日都

為我們舉行禱告。我相信我們的孩子們、義工和 同工，都蒙受到上帝的祝福。

在主裡的服事

林理祿



「暑期聖經學校」聯絡主任

2012年長老會婦女會年報表

時光不能倒流，過去一年就是這樣走去了。2012年又來臨，願神帶領我們在今年

中能夠跟著主的腳步，握緊主的道，守著主的心意，我們努力向前靠著主耶穌的力量朝，

朝衪神聖完美的生命邁進一步。新年是上帝給我們機會，從頭再來做到美好的一步。我們

婦女會每月第二週或第三週下午十二時後，就是婦女會舉行例會的日子，那天不單是婦女

參加，男士們亦歡迎參加。在開會前先行一個大食會，是由姊妹慷慨解囊由林盧偉賢姊妹

負責午餐，打點一切。許多時還加上她自己做的東西給我們分吃。以下是奉獻午餐姊妹的

名字如下。 

2月份  吳翠華，林盧偉賢

3月份 連師母，翁婉儀，May Ng，英文婦女 會

4月份  黃簡玉蘭

5月份  曾蓮蝶，周美琴

6月份  袁許麗霞，葉尚志

7月份  黎陳煥崧，馬可凡，陳惠貞

8月份  關陳月燕，黃關翠琴

9月份  黃鐘齊安，吳振國，林盧偉賢

10月份  袁許麗霞，傅德德

11月份  陳沛江，陳兆萍。楊英偉，李頌光

十分多謝以上各位姊妹弟兄的奉獻。

家事報告

本年十二月有兩位老姊妹，天父已接回天家，就是我們忘不了的岑秀和姊妹，她壽



享100有餘，另一位是許月美姊妹，她壽享87歲，這兩位姊妹是我們會中最難忘的姊妹，

生前她兩人是忠心愛主的好榜樣，我們很想念她啊!

^

今年在養老院的有曾靄雲姊妹和楊林悅嬌姊妹。在家不能來的有何劉月桂姊妹，方李芝芳

姊妹，請為她們代禱。

最後更要多謝每月的講者奉獻，計有連師母，劉繼興長老，袁許麗霞姊妹，黃鐘齊

安長老，陳沛光弟兄，關陳月燕姊妹，黃關翠琴姊妹，黃鼎盛牧，師曾蓮蝶姊妹及黃吳錦

城師母。每次內容大致是：

1)見證分享 2)電影3)點心示範4)聖經分享5)遊埠分享6)聖經金句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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