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RICHMOND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講員: 何國然傳道 

祈禱: 何國然傳道 

領詩: 馮潘玉玲 

司琴: 羅陳劍靈 

影音: 周啟宇 

      馬成金 

      梁黎俊蘭 

      楊樹高 

當值員: 黃陳嘉巽 

       黃活民 

 

 

司事:  龍 志 成 

       龍陳浩施 

       李劉玉燕 

       馬鍾燕萍 

 

序  樂 

讚  美  歌頌主愛   #67 

宣  召  詩篇145:21 

詩  歌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恩典 

 

祈  禱 

經  文  以斯帖記1:1-22 

講  道  隱藏中同在的主 

回應詩  耶和華是愛 

三一頌 

祝  福/阿 們 頌 

報  告/代  禱 
 

 
 

 

 
家人家事 

   一.歡迎 

      本堂會眾衷心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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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部「勇敢開口講福音」 

      傳道部舉辦的「勇敢開口講福音」佈道訓練 

      網上課程現已截止報名. 報讀的弟兄姊妹們 

      將會收到連結ID、密碼. 我們第一次上課時間 

      是三月五日(本週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請大家於當日提前十分鐘登上ZOOM,可以互相 

      認識. 若需聯絡,請致電傳道部Kitty Tam 

      （778-846-6662). 

    三.「男士小組」舉辦全堂男士講座 

      日期/時間：三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八時正 

      主題：開往靈程深處 

      講員：梁海華牧師 

      形式：Zoom視像形式舉行 

      誠意邀請全堂弟兄參加,一同學習.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岑養權(Alfred,604-271-5685) 

      ** (如恒常參加弟兄小組聚會的男士無需報名). 

      講員介紹：梁海華牧師曾任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主任牧師,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溫哥華院長.梁牧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 

                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與進深, 

                「開往靈程深處」是梁牧師博士論文 

                的結晶.梁牧師會帶領我們探討靈命進深 

                的聖經基礎,信徒怎樣追求個人靈命的 

                成長,如何在聖經的亮光下,敞開心靈讓 

                上帝燃點我們內在的光,讓信徒知道在 

                甚麼地方需要更多求主堅固,甚麼地方 

                需要謹慎對付.「開往靈程深處」正是 

                這個時代教會所迫切需要的呼聲. 

 

 

   四.主懷安息 

      本堂會友尹王笑玲傳道(Pastor Stella)於上週六 

      早上在Otto及兒女的陪伴裡安息主懷,懇求主安慰 

      Otto、Luke和Ada,賜下平安. 

   五.本週(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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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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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二年班 

恩典團 
日

(6) 
2:30-4:30pm 猶大書(第二講) 畢業生家長 

 
 
 
 
 
 
 



 
 
 

   本週宣教代禱 

為 Christar 宣教機構退休夫婦 

Marty 和 Becky代禱： 

(一) 感謝主保守他們夫婦最近前往渥太華 

         的七小時暴風雪旅程安全，順利完成  

 與當地信徒的團契和學習； 

(二) Becky已經與整形外科醫生會面商討 

         會否為跌傷的左手腕做手術，祈求主 

 給予智慧做出合宜的決定； 

 (三) Becky二月十六日開始會在教會帶領 

         一名為 Sacred Pathways 的聚會，求主 

         使用透過聚會分享幫助更多人認識和 

         親近神； 

 (四) Marty在費城地區找到了一個需要修 

         理的舊蒙古包，他只需花費新蒙古包 

         三分之一價錢，就能做到一個可以用 

         的手工蒙古包。他們希望以此技術在 

         二月下旬去到賓夕凡尼亞州不同校 

         園、營地、教堂、假期聖經班等接觸 

         年輕的一代和年長的人，讓他們體驗 

         上帝在世界各地透過充滿夢想和熱情 

         的人去接觸他們，顯現神的存在。 

         求神賜資源和智慧，好好運用。 

  本週教會代禱 

 （一）感恩 Christine 師母和 Pastor Will 已康 
       復，感謝主的醫治和看顧。 

 （二）記念會友鄭魏玉瑛姊妹仍在列治文醫院 
       留醫，求主保守鄭伯母有良好的康復和 
       能夠正常進食，並安慰鄭序博世伯、 
       Alfred、Kannas 和家人。 

 （三）記念陸續感染了 Covid 病毒的肢體，求主 
       看顧，並且帶來適切的醫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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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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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為正在經歷艱難挑戰的肢體守望，求主 
       加力和扶持。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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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二月十九日) 

崇拜人數 祈禱會 

86 27 13 126 21 
 
 
 

 

 

 

2022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神學 

一月份 
總收入 

$24,970 $1,660 $6,177 $440 $20 

一月份 
總支出 

$38,505 $2,778 $100 - - 

一月份 

累積盈餘/ 

(赤字) 
($13,535) ($1,118) $6,077 $440 $20 

   *感恩奉獻撥入常費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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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詩集:頌恩旋律  曲、詞:周敏曦)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來讓全世界知道 
我主極美善尊貴 榮光裡聖潔無瑕 
每當我們同心敬拜 憑熱誠讚美頌揚 
令世上各方驚嘆 神恩惠奇異無價 

 
同頌讚主聖名 舉起手和應 
同站恩典之中 倚靠救主誇勝 
同頌讚主聖名 一心稱謝頌揚 

同回應主恩深愛未泯 
 
 
 

恩典 

(詩集:頌恩旋律  在恩典中敬拜  曲、詞:周敏曦) 

奇異恩典 何等甘甜 
奇異恩典叫污穢的我蒙赦免 
前我失喪 現今被尋回 
瞎眼得看見 望見主恩典 

 
如此恩典 無比溫暖  

完備恩典叫初信即蒙神愛眷 
完美寶貴 讓我心得安慰  
是我心敬畏 是我心敬畏 

 
縱遇危險網羅 主恩典足夠  
無論幾多苦困祂全然陪著我 
賜我平安 使我安然渡過  
主恩惠抱著我不驚慌 

 
奇異恩典 滿足心田  

奇妙恩光普照像紅日笑臉 
期盼相信 直到天地盡頭  
榮美天家中與我恩主相見 

 
和我所愛 共安居億萬年  
頌唱主厚愛 讚美聲聲不斷 

 

http://www.rce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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