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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英語慣常的主日崇拜，包括阿拉法或俄梅戛其中的一隊音樂組來帶領；

隨後有兒童故事，關顧禱告，讀經，講道和每個月的第一主日，我們舉

行	聖餐崇拜。

在兒童故事節目後，教會安排了三個組別的兒童活動，讓家長可以專心

敬拜上帝。	

嬰兒組：年齡	0-3歲，小童組：4-8歲，孩童組：-9-12歲。

Index -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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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無論你是偶然透過谷高或朋友的介紹而進入到我們的網站，我們都希望藉

此機會向大家介紹多一點有關於我們的教會。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早於1895年開始由一班基督徒群體聚集一起而成立的。

我們有很悠長的歷史，我們的根源開始於於加拿大長老會的宣教士。我們

早期的聚會在溫哥華的華埠開始，後來搬遷到渥列治區的45街和甘比街的

現址。我們有兩個崇拜時間，英語崇拜(早上九時卅分)和粵語兼國語翻譯

的中文崇拜(早上十一時一刻)。

不論你是出於好奇，想更多認識我們；或是想尋找一個新的屬靈家庭來崇

拜，我們歡迎大家來參與。

余一安牧師

Visitors1 - Ou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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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孩童活動

為了讓家長們可以專心參加崇拜，我們設備了不同的兒童活動讓使孩子得到妥善

的照顧。

講道後，我們邀請孩子們參與崇拜，講述兒童故事，參與奉獻；一同在崇拜中唱

讚美詩。	

0-3歲的嬰兒組	

我們會要求凡三歲以下的嬰兒與父母一起，以便照顧，或可到二樓的班房聆聽主道一起敬拜。	

4-8歲的小童組	

我們會邀請他們參與“小童組“的節目，家長可以帶他們到大堂外面的“音樂室”。	

	

9-12歲的孩童組	

如果他們想參與崇拜，我們非常歡迎他們參加我們的成人崇拜！

Visitors 2 - Kid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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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問的問題

作為一個新的社區裡的一份子，你可能會感到不安或恐懼。在此，我們嘗試給

你作答一些經常被提問到的問題使你可以感到心安。如果你有一些問題，而不

能在此頁上找到答案的話，請不要猶豫，把你的問題用電郵傳送到我們的教會

辦事處，電郵地址:	info@vancpc.ca		

我可以只來參加崇拜嗎？	

當然可以！我們非常歡迎每一位來賓與我們一起敬拜。不過，如果你是新來賓，請不要忘記

在我們的新來賓留名咭上填上閣下的資料並自行介紹自己，讓我們可以認識你們更多。

聖餐崇拜多久舉行一次？	

每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

我是否必需領受聖餐？	

在長老會的傳統，聖餐是給與任何已受洗的基督徒來領受的，如果你尚未接受洗禮，我們請

你不要領受聖餐。

雙語崇拜是如何進行的呢？	

一年中華人長老會有約四次的雙語崇拜，由中文會眾及英語會眾中舉行聯合。崇拜進行中不

論是主席詩歌讚美和證道都是同時間在台上作出中文或英文翻譯。大家可在教會網站上查詢

資料。聯合崇拜是在早上十時正舉行，我們會由英語的頌讚隊或中文的詩班開始，講道內容

會翻譯成英語和中文。整體來說，一年中我們會舉行四次的聯合崇拜，屆時我們會將資料張

貼在網站上。

Visitors 3 -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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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Faith	加拿大長老會信條	

教會在每一個世代都需要重新省察其信仰.	這種省察要能察看每一世代有否持久

堅信最初信仰之根本;	而又同時察看有否當代之持有情態及問題作更新適切之回

應	--	這就是[活的信仰]所力圖實現的.[活的信仰]乃加拿牙大[長老會]之[教會教義

委員會所準備之基督徒信仰宣言].這本基督信仰之宣言已初被[長老會]之最高宗

教裁判會議所接納,	並認定為適合及適用於崇拜對信仰之學習上的宣言.	

雖然本宣言乃建基於加拿大[長老會]之經驗,但希望其內容能普及各宗派及甚至非

教會中人.本宣言可能是第一篇	--	能夠認清疑難,及因其自提面命般對基督教真理

之肯定而探討信仰之難處及及有關信仰生活明確指標之匱乏	--	教會自我省察的

宣言.	

眾作者在寫本宣言之時心目中之對象乃當世當今的人.故此內容不單祇是關于在

基督裹神的作為;而且涉及情慾,戰爭,世界經濟,家庭,及公正法紀.我們相信這類世

界性的問題都追根溯源地包銜在我們這種對神之”	信心”中.此”信心”	之真理

宗旨是;”藉著基督,神為人重修及連結了[人間]	與[天家].”	這位活的神,道成基督

肉身,在大約二千年前來到與今日世代有著大致上同樣問題的古代,因為事實上神

藉獨生子基督來到人間入世地遍嚐了生命之甘,甜,酸,苦;世界上神的教會又豈會做

不到呢?!	因此當我們省察我們的[信]與世界及生命在世實質之關係時,我們的[信]

又豈會不像基督耶穌,豈會不像神的教會般,去入世地在當代世界的層面裏去投入

及參與	--	這也是我們省察信仰之依據.	

[活的信仰]一文中之形式及大綱,靈感主要來自[美國長老會]之[信仰宣言]及較

近代的有如[美國長老會]之[1967之檢討],及如附錄所列出之宣言.我們為能夠得

到許可應用上述各宣言而獻出感謝.在編[活的信仰]的過程中,[教會教義委員會]

一直以如”Westminster	Confession”,	“The	Scots	Confession”	及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等革新的	(Reformed)	省察檢討為藍本借鏡.[活的信仰]被

依據上述之根據而編成後,變成反映我們之需要及經驗之宣言.	

About 3 -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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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Faith	加拿大長老會信條	

一五三六年第一位”蘇格蘭改革”[Scottish	Reformation]	的教師	George	

Wishart	翻譯了一本”	信仰之省察”[Confession	Of	Faith],	在其對此宣言之引

言中之一部份在於今天的世代也一樣適用	“	去對症下藥地為各教會制定某些

信仰之規條並不是本文之目的;因為我們都知道除聖經所記外別無其它的規條;

所以我們建基於聖經但只不過是用另一種語態表達出來之宣言是接受的.故此

雖然我們也樂意用這類合時代的語句去表達我們對宗教信仰之意見及表達對神

之敬拜,聖經上之理才是我們的依歸.”		

	

請下載並閱讀我們的信仰宣言，可以跟據下列的標題來思想：

1。	 神

2。	 神，創造主和管治者

3。	 神在基督裡

4。	 聖靈是神

5。		 聖經

6。	 信心

7。	 神的教會

8。	 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

9。	 教會的外展

10。	我們在神裡的盼望

”活的信仰“，也有法語（FOI	Vivante）的譯本。)

About 3 - Belief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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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長老會有一個悠久而傳奇的歷史。華人長老會成立於1895年，一直在

溫哥華低陸平原事奉已有了一個多世紀。起初教會創建在溫哥華歷史悠久

的「唐人街」中，於1980年搬遷到	渥列治	年	(Oakridge)	區內的現址。

原先「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傳教士開辦了主日學課程、教育華人子弟。蒙

神祝福，華人長老會把這理念發揚光大，現包括：幼兒園，中文學校，和

主日學。

當我們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始源。我們的歷史塑造了我們的身

份。在未來的日子，願上帝繼續帶領我們的前路和指引我們的方向。

About 4 -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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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崇拜	-	主日9:30	a.m.	~	11:00	a.m.

華人長老會於1895年前在溫哥華成立，懷著一個清晰的願景，服務華人社區。

因此華人長老會開始於溫哥華著名的華埠中植根。由於城市的迅速發展至今，

溫哥華市的景觀已截然不同。這個城市已經成為一個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

區。有見及此，華人長老會早在三十年前便從華埠遷移到渥列治區，並同時開

始了英語崇拜。

我們的目標是把人群帶到一個可以自由地和全然地敬拜神的地方。為要達到我

們社區的需求，我們的崇拜是多樣化的。由我們的頌讚隊帶領有現代化和傳統

模式的的音樂。我們希望你在我們這裡，可以找到一些與你靈程相若的人；我

們有四個不同的團契，歡迎你們參加。在那裡，你們可以互相彼此建立一個共

認的群體，尋找你們想知答案，並一起在信心上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如何接觸華人長老會的問題，請不要猶豫，電郵到	

pastor.al@vancpc.ca	與余一安牧師聯絡。謝謝！	

余一安牧師，	

同工牧師	

pastor.al@vancpc.ca	

604.324.4921

About 1 - Englis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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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祟拜	-	星期日11:15	am	至	12:30	pm

中文祟拜是以粵語講道，國語翻譯。程序包括傳統的基督教聖詩、公禱、讀

經、詩班獻詩、牧師證道等，並於每個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聖餐主日崇拜。	

黃鼎盛牧師	

主任牧師	

pastor.morgan@vancpc.ca	

604.324.4921

About 2 - Chines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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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的簡介

黃鼎盛	牧師博士		

黃牧師的基督教背景可以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那時19世紀、正是蘇格蘭傳教士去到中國傳道的

時期。他在香港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出生和成長，直到高中時，他經歷重生。中學畢業後，他來

到加拿大，繼續升學。

大學的第一年，他感受到主的呼召，作全職事奉。他投考到「加拿大聖經學院」神學學士.	和「

里賈納大學」的文學士的。再後，主帶領他在「滿地可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事奉，開始了英語

事工和崇拜，同時他也在「麥基爾大學和長老會神學院」進修道學碩士，並在那裡被按立為牧

師。

在1996年，神帶領黃牧師和家人來了「溫哥華華人長老會」擔任	主任牧師。除了牧養會眾外，

他曾帶領一些會友到聖地觀察，並往	非洲	加納，南非	和	納米比亞	參與數次的短宣工作。在

2011年，黃牧師畢業於「克理威廉神學院」的教牧學博士.。

	

余一安牧師		

余牧師在多倫多出生和長大，自少受父母的基督教信仰下培育成長。自小便參加「麥恆華人長

老會」，信心的成長，慢慢地被建立起來」。同時，他在	People’s	Christian	Academy	接受教

育和聖經的教導。

余牧師的信仰成長，主要是在「基石團契」（MCPC高中生團契）的參與期間，但當時、他並沒

有感覺到有「事奉」的呼召。直到他在「約克大學」修讀	文學士	的時侯，他曾參加過兩次短宣

團隊，在其中，他才有被上帝呼召去接受神學訓練的確實感動。

在2003年，余一安牧師在「天道大學/神學院」開始了他的神學訓練。一年後，他在「加拿大長

老教會」認可的「諾克斯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並於2007年5月畢業道學碩士學位。在2008年4

月、余牧師呼召，順服神的帶領，開始了「溫哥華華人長老會」「助理牧師」的事奉至今。

About 5 - Pastor’s B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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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崇拜小組

在華人長老會中，我們有三個音樂崇拜小組來帶領我們的主日崇拜。我們的音

樂小組中有不同的風格，包括傳統的聖詩歌和近代的讚美歌。如此安排希望能

滿足不同的會眾的需要，一起來敬拜上主。

如果你有興趣參與我們的音樂事工，請到	info@vancpc.ca	與我們聯絡！	

大學及就業音樂小組	

這音樂小組是由	Greg	帶領，是由20多歲的成員組成。他們以音樂熱衷地帶領主日崇拜。

	

當代音樂隊小組	

我們的當代音樂小組每月帶領兩次主日崇拜。通過	吉他，小提琴，鋼琴	或	歌聲	，我們會眾

期望他們的帶領進入到敬拜基督當中。

	

傳統的	聖曲	和	讚美詩	

為要含括有多元樣式的崇拜，我們擬定每月一次	以傳統讚美詩歌帶領主日崇拜。

About 6 - Music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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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瀏覽書籍，錄影帶	和	其他基督教	資源，可以是艱鉅和混亂。在「華人長老會」

中，我們明白這一點。在這頁中，你會看到我們建議的資料，可以幫助在大家

的屬靈生命和基督徒的成長。請經常重訪這頁，因為這頁是不斷更新的。

	

書籍介紹

聖經	

在「華人長老會」，我們是用新國際版聖經（NIV）；因為它用的語言，是容易理解的通用

當代英語。選擇你自己的聖經，點擊網絡鏈接，就可閱讀可「打印」的書本。

18	珍言：你要知道的最重要的話，作者J.I.	Parker	

在這本書中，J.I.	Parker	介紹讀者的有18句珍言，它改變了我們對上帝的認識。無論你是一

個初信主的平信徒或經驗豐富的教會領袖，這本書會補充你對	教義	和	教會	的知識。

宗教的終結			Bruxey	Cavey	

你過去曾為一般的「教會」或「教義」的問題沮喪嗎？	Bruxey	Cave	在耶穌的教導和言行上

作了研究，提供了對基督教的一些實用的見解。讀完這本書後，你會知道，耶穌並不意味著

基督教是一個「呆滯的宗教」，而是一個「改變生命」的信心之旅。

網站鏈接

Presbyterian	Church	

加拿大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Camp	Douglas	

道格拉斯營，提供一系列具有挑戰性和安全課

程，以基督為中心、以欣賞神的創造的環境中，

幫助和培養下一代的教會領袖。

Bible	Gateway	

「聖經關閘」是聖經在線閱讀和研究的工具。

Regent	College	Bookstore	

維真學院的網上書店。

Books	for	Christ	

加拿大有優惠的基督教書店

Events 5 -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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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我們為不同年齡人的兄姊，提供一個非常全面和完整的主日學課程。我們的主

日學，以不同的年齡分組。這裡有幾個選擇：（中英文主日相同）

主日上午11時	-	下午12:30

欲知更多信息和報名，請瀏灠	info@vancpc.ca	或	致電教會辦事處	

604.324.4921。	

成人	

成人主日學，一年四季、每週聚會。一般來說，重點是跟據聖經書卷，研讀上帝的話語。	

	

青年	

青少年主日學是為14歲至18歲的青少年而設。課程是經主日學校長精心揀選的。每年9月至

6月上課。	

	

兒童	

我們很高興採取	突破法作為兒童主日學的教材	。孩子們每週去到不同的站，有玩遊戲，學

習教訓，在喜樂中學習基督的愛。我們發現這種教學模式很受歡迎，孩子們非常興奮和期

望每週返主日學。

Groups 1 - Sunda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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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團契

華人長老會有多元的團契可以讓大家選擇參加。請來一起學習，在分享生活見

證，並在基督裡一同事奉。

歡迎大家參加。	

C4C	青年團契	

聯繫人：余一安牧師	–	pastor.al@vancpc.ca	

聚會時間：星期六，下午		5:30	-	8:30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家庭團契	

聯繫：info@vancpc.ca	

聚會時間：每月裡的一個星期六，晚上7-9時	

地點：不規定（欲知更多信息，請聯繫	info@vancpc.ca）

禱告	及	分享	

聯繫：info@vancpc.ca	

聚會時間：每月裡的一個星期五，上午10時	-	中午12時	

地點：不規定（欲知更多信息，請聯繫	info@vancpc.ca）

西區團契	

聯繫：info@vancpc.ca	

聚會時間時：每月裡的一個星期六，下午7時	-	晚上9點	

地點：不規定（欲知更多信息，請聯繫	info@vancpc.ca）

中文婦女會	WMS）	

聯繫：info@vancpc.ca	

時間：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下午12:30	-	2:00	

地點：不規定（欲知更多信息，請聯繫	info@vancpc.ca）

Groups 2 - English Fellow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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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團契

華人長老會有不同的中文團契，讓大家選擇參加。歡迎你聯繫我們，了解更多

團契活動，我們將會介紹適合的團契給你！	

中文成人團契	

聯繫人：黃關翠琴女士		info@vancpc.ca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五	(中午12	時-下午		2時）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中文婦女會	

聯繫人：袁許麗霞女士			

時間：每月的第二個主席日	(下午12:45	-	2:30）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以諾團契	

聯繫人：袁許麗霞女士	

時間：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三	(下午1	-		2時）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以斯拉團契	

聯繫人：楊英偉先生		info@vancpc.ca	

時間：每週六（晚上7:00-	9:00）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查經祈禱會	

聯繫人：黃鼎盛牧師（604）324-4921	

時間：每週三(晚上7-8時)	或	

												每週四(下午1:30	-	3:00時）	

地點：華人長老會（CPC）

Groups 3- Chinese Fellow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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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事工

在「華人長老會」，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孩子們有多個參與和聆聽上帝話語

的機會。

在下列的組別，可供大家的孩子能在「華人長老會」接受培育成長。	

孩童照願	

在英語崇拜進行時，我們提供孩童的照顧。父母可帶他們的孩子參加這項活動、安心

參加我們的崇拜。孩子將會有各種各樣的照願和教導。

欲知更多的資料，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主日學	

「孩童主日學」是每主日上午11:00	–	下午12:30舉行。我們有一套完備的課程、和主

日學老師、專注為你的孩子學習「耶穌基督福音」而設的。

如要得知更多的資料，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幼兒園	和	幼稚園	

在9月到6月的學年期間，「華人長老會」	提供「幼兒園」和「幼稚園」課程，讓小童

們接受良好的基本教育，並準備升入省立制的一年級。

如要得知更多的資料，請聯絡		吳錦城校長。	

	

中文學校	

我們知道不少多居住在低陸平原的市民、對學習「廣東話」和「普通話」感到興趣，

我們有「中文學校」適合孩子們學習。在學年期間，上課時間是	每	星期五下午	和	星

期六	的	上、下午。

如要得知更多的資料，請聯絡		吳錦城校長。

Groups 4 -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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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在「華人長老會」我們知道青少年的歲月，是一個人成長的重要的時期。因

此我們要提供青少年們一個地方，讓他們一起聚集起來，一起學習和一起事

奉上帝。	

主日學

「青少年	主日學」是在每主日上午，11:00	至	下午12:30上課。

欲知更多資料，請與		Linda	Con		聯絡。

C4C青少年	團契

在學年期間，我們逢	星期六下午5:30	-	8:30聚會。我們一起共享晚餐，一起崇拜，和學習

耶穌基督的時間。

欲知更多資料，請與	余一安牧師		聯絡。

Groups 5 - T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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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不論你是就職或有家眷，我們希望你[[能找到一個適合你的小組活動。	

請嘗試溜覽下列活動，讓你可參與和投入「華人長老會」。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聚會是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1:00	舉行。這是會眾一起來敬拜的上帝的時間。

欲知更多資詢，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	

	

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主要是為靈命的成長。於每主日上午11:15	–	下午12:30舉行。這課程是由

Leo	Wong	任教。

欲知更多資詢，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	

	

團契	

參加團契是認識新朋友和一起在基督裡成長的最佳的方法。我們有兩個適合成年人的團契，他

們是「家庭團契」	和「西邊團契」。

欲知更多資詢，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	

	

樂隊小組	

參加音樂小組是發揮你的音樂恩賜最佳方式。我們有三個音樂小組：兩組是演奏現代風格的音

樂，而其另一組則演奏傳統風格的旋律。在主日崇拜中，音樂小組負責音樂敬崇拜的環節。

欲知更多資詢，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	

	

服務事工		

參與「華人長老會」的事工是重要的	--	因為我們是被召為基督的身體的一部份，各盡其職，互

相效力。

欲知更多資詢，請聯絡	余一安牧師	。

Groups 6 -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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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幼兒園的使命是透過教導孩子們基督徒的價值觀，道德和中國優厚的文化去供給

他們基督教教育。我們的教導包括：教導孩子用英語和廣東話背諗主禱文，用英

語和廣東話飯前禱告，學習聖經金句，並且啟迪美好的運動技巧，辨認英文字母

和數目字等。我們使用英文拼音法幫助兒童讀書能力。我們鼓勵群體社交和有禮

貌的行為。我們也介紹簡單的科學概念，並且，音樂、戲劇和音律技能都是我們

的課程的重要部份。

初級班課程	(3歲兒童)	

星期一至星期四	--	下午	12:30	至	下午	3:00	。

高級班課程	(4歲兒童)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	9:00	至	上午	11:30	。

請聯絡:	info@cpcschools.com

華人長老會幼兒班網站:	CPC	Preschool

Schools 1 - Preschool

21

mailto:info%40cpcschools.com?subject=From%20CPC%20Chinese%20Packet
http://cpcschools.com/


目錄

中文學校

宗旨:			

分享福音。根據聖經的原則，提供基督徒道德教育，和鼓勵學生在他們的日常生

活上實踐應用。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以至他們明白自己的身份而驕傲。實施高

質的漢語教育，使學生可以用漢語作交談、閱讀	和	寫字，以便他們可以將來在職

場上應用。培養學生學習漢語的興趣。	

	

語言:		

廣東話和國語	

(除了幼低班外,	其它班別將有一小時學習廣東話，一小時學習國語–	使用漢語拼音法。)		

	

上課時間:			

星期五下午		4:00	–	6:30	或	

星期六上午		9:30	–	中午12:00	或	

星期六下午		12:30	–	3:00			

	

課本:			

幼稚園	全年	$40。	

1年級	到	6年級：全年$70		(包括國語課本)	

在支付學費和課本費時，請用不同的支票。若退學，所有支付費用，恕不退還。	

	

班別:			

從	幼稚園	(5歲)到	6年級

詳情詢問，請與吳錦城校長	聯絡:	info@cpcschools.com	

華人長老會幼兒班網站:	CPC	Preschool

Schools 3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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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學費	-	全年	$260		

									上學期	(從	9月	到	1月。)，		

									下學期	(從	2月	到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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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事工

聖經說，我們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並且說、我們被召為

「基督的身體」。監於聖經的教訓，我們要邀請每一位教友一同參加我們的

事奉行列，	參與教會各項的事奉。	

	

招待組的事工	

招待組是主日崇拜整體重要的一部分。歡迎新來賓以至招呼自己的教友，你

的參與整頓了當天崇拜聚會的喜悅氣氛。

請聯絡:	info@vancpc.ca	

	

聖餐的事工	

「華人長老會」的傳統是在每月的第一個主日舉行聖餐崇拜。因此、我們的

聖餐司事部預備當天聖餐所用的聖品	(餅和杯)。我們誠意邀請你成為這部門

的一成員，以協助這項重要的聖工。

請聯絡:	info@vancpc.ca	

	

茶點招待的事工	

主日崇拜後，我們經常有咖啡和茶點的時刻。這是大家互相接觸和問安的好

時刻。我們茶點部預備的茶點，換來我們教友間彼此的建立。

請聯絡:	info@vancpc.ca

Outreach 4 - Serving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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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事工

讀經事工	

在主日崇拜時聽見不同讀經的聲音是美好的。我們的讀經部鼓勵教友以讀「

上帝的話語」來參與主日崇拜事奉。

請聯絡:	info@vancpc.ca	

	

兒童故事事工	

在「長老會」的傳統，會眾承諾以上主的教訓幫助大家的兒女在主裡的成

長。我們「華人長老會」非常嚴緊遵守這個承諾。因此，我們每個主日的崇

拜時，都有專注兒童的關顧。我們邀請教友在這時間中參與這項事奉，分擔

教導。如果你感興趣，請與我們聯絡。

請聯絡:	info@vancpc.ca	

	

音樂事工	

演奏音樂和帶領會眾敬拜上帝是事奉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我們有三個音樂小

組以音樂帶領我們敬拜。如果你有興趣參與音樂的事奉，加入其中一組的行

列，請告訴我們！

請聯絡:	info@vancpc.ca

Outreach 4 - Serving Ministrie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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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我們樂意收到你的來信!	

若你對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CPC)有甚麼查詢的問題，請給我們電子郵

件:	info@vancpc.ca	

	

如果你需要與我們的牧師聯繫，請接觸:	

黃鼎盛牧師:	pastor.morgan@vancpc.ca	

余一安牧師:	pastor.al@vancpc.ca	

	
教會地址: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	

	 Vancouver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6137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B.C.	V5Z	3B2	

	 Canada	

~~~~~~~~~~~~~~~~~~~~~~~~~~~~~~~~~~~~~~~~~~~~~~~~~~~~~~~~~~~~~~~~~~~~~~~~~~~~~~~~

華人長老會幼兒園	

CPC	Preschool

電郵地址:	info@cpcschools.com

電話號碼:	604.324.2533

~~~~~~~~~~~~~~~~~~~~~~~~~~~~~~~~~~~~~~~~~~~~~~~~~~~~~~~~~~~~~~~~~~~~~~~~~~~~~~~~

華人長老會中文學校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電話號碼:	604.324.4921

Contact 1 -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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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號碼:	604.324.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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