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講員: 方展啟牧師 

祈禱: 方展啟牧師 

領詩: 黎林善文 

司琴: 羅陳劍靈 

影音: 周啟宇 

馬成金 

冼喬俊 

梁黎俊蘭 

當值員: 黃陳嘉巽 

       黃活民 

 

司事: 1. 龍 志 成 

      2. 龍陳浩施 

      3. 李劉玉燕 

      4. 馬鍾燕萍 

 

序  樂 

讚  美  稱頌上主       #13 

宣  召  以賽亞書25:1 

詩  歌  因著信  

         祢的話 

祈  禱 

經  文  羅馬書1:18-32 

講  道  「福音」- 顯明上帝 

         的忿怒 

回應詩  何等恩典 

金  句 

代禱/三一頌 

祝  福/阿們頌 

報  告 

 

 
 

本週金句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5:8 

 

 
 

家人家事 

   一.歡迎 

      本堂會眾衷心歡迎今天首次蒞臨參加敬拜的嘉賓, 

      敬請填寫來賓留名咭,以便進一步跟您聯絡. 

   二.迦勒團一月份聚會 

      日期：一月十五日（本週六） 

      時間：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主題：「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講員：黃天逸牧師 

      內容：講道、詩歌、分享 

      以 Zoom 視象舉行 

      歡迎眾團友及五十歲以上之親友踴躍參加. 

   三.清晨查經班 

      日期、時間: 逢星期五,上午9:50至11:30  

      查考經卷: 使徒行傳 

      對象: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聚會方式：以 Zoom 視象上課  

      有意參加者請與 Diana Chan 聯絡(604-377-2329) 

   四.洗禮/入會禮 

      鄭克雄(Jimmy)弟兄的洗禮和入會禮將會延期 

      舉行,日期容後通知. 
 
 
 
 
 
 

 

   五.本週(一月九日至十六日)各團契/聚會活動一覽   
團契/單位 星期 時間 本週活動內容 對  象 

Crossroads 

Fellowship 
日(9) 

10:45am-

12:45pm 
查經/分享 八至十二年班 

祈禱會 三 8:00-9:15pm 祈禱分享 各弟兄姊妹 

清晨查經班 五 9:50-11:30am 使徒行傳 各弟兄姊妹 

Awana Clubs 五 7:30-9:30pm 遊戲/認識聖經 
Preschool 

至七年級 

Crossroads 

Fellowship 
六 7:30-9:30pm 查經/分享 八至十二年班 

信心團 五 7:30-9:30pm 
豐盛的生命 

(第一課) 

小學生家長 

及各弟兄姊妹 

恩典團 
日

(16) 
2:30-4:30pm 

靈命成長 

「邁向更高處」 
畢業生家長 

 
 
 
 
 
 
 
 
 
 
 
 

本週宣教代禱 

      為燈塔事工海員中心禱告 

（一）感恩收到列播姊妹捐出手織愛心帽， 
          各海員暖在心窩;  

（二）燈塔海員同工、Pastor William & Mona 
          能夠在聖誕節期間將聖誕禮物包送到 
          各船上； 

（三）求聖靈打開海員的心去閱讀福音單張， 
          明白聖誕的真正意義； 

（四）由於天氣寒冷，船上地板濕滑，求主 
          保護各同工上船探訪有平安和力量， 
          並有智慧地將福音講解給海員們。 

 



 

  本週教會代禱 

 （一）鄭克雄(Jimmy)弟兄的洗禮和入會禮將延期    
       舉行。請繼續為 Jimmy 弟兄禱告，求主 
       堅固他信靠的心。 

 （二）記念 Jennifer 姊妹的丈夫 Benny、姐姐 
       Carol 姊妹，求主安慰，並且帶領剛決志 
       信主的 Carol 姊妹在主裡成長。 

 （三）為患病肢體祈禱，無論是住院留醫或 
       在家中接受治療，求主醫治，堅固他們 
       信心倚靠，戰勝病魔、身體痊癒。 

 （四）為需要照顧病患或身心靈軟弱的肢體 
       禱告，求主使他們身、心、靈都能早日 
       康復。 

 （五）為正在經歷艱難挑戰的肢體守望，求主 
       加力和扶持。 

 （六）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使我們的屬靈生命 
       健康成長，靠主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並且抓緊與神親近的機會，活出神喜悅 
       的樣式。 

 
 
 
 
 
 
 
 
 

上主日聚會人數：(二零二二年一月二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n/a n/a n/a n/a 16 

常費 
(中,英文堂) 

(十二月份) 

建堂 差傳 慈惠 感恩 神學 

$82,113 $2,970 $19,217.2 $2,750 $700 $750 
 
 

 

傳 道 同 工: 黃天逸牧師(主任牧師)           236-509-8820 

             何國然傳道(中文部牧者)        604-710-3306 

             方展啟牧師(中文部牧者)        778-554-9990 

             Pastor William Burgess(英文部牧者) 778-892-6591 

行 政 同 工: 林林永欣姊妹  龍鳳恩姊妹  繆余約寧姊妹(休假) 

辦  事  處: 12100 Blundell Road, Richmond, B.C. V6W 1B3 

電       話: 604-231-0511         傳真: 604-231-0512  

電 子 郵 遞: rcefc@hotmail.com     網址: www.rcefc.org  

 

 
因著信 

(詩集:角聲使團 - 振翅翱翔  曲、詞:盧永亨)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 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 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 我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祢的話 

(詩集:天韻之歌  詞:葉薇心  曲:祁少麟) 
 

我將祢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我將祢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RICHMOND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 

 

 

 
 

 

教會的異象 
我們定志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群體 

彼此深度結連 

擴展神的國度 

 

教會使命 

        委身基督 

        實踐聖言 

        發揮恩賜 

        宣揚福音 
 

  

 
 

 

 

http://www.rcef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