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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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五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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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隊員: 馬仲然 

          羅沛洪 

          冼喬俊 

 

影音: 周啟宇 

      馬成金 

      龍鳳恩 

 

當值員: 黃陳嘉巽 

        

         

司事:  龍志成 

       龍陳浩施 

       馬鍾燕萍 

 

序  樂 

讚  美  榮耀三一神#4 

宣  召  詩篇86:8-10節 

詩  歌  為何揀選我 

         信心的等待 

         耶和華以勒 

祈  禱 

經  文  以斯帖記4:1-17節 

 

講  道  隱藏中的拯救 

回應詩  祢是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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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查經班 
      五月二十日開始研讀撒母耳記，從王國建立的敘事 
      文中，更多認識我們所信的神，也從中學習和提醒 
      我們走這條信心路的意義。 

   三. 傳道部舉辦佈道培訓 Zoom網上粵語平台 
      主題：你想向家人傳福音嗎？ 
      講員：陳國柱弟兄 （曾經帶領90多位家人信主） 
      日期/時間：5月28日(星期六) 上午10:00至11:30 
      歡迎本堂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請在網上先登記,然後 
      會收到會議ID及密碼 https://bit.ly/evangelize-family 

   四. 二零二二年五月份會友大會 
     日期/時間：五月廿九日(主日)下午二時半 
      在本會禮堂舉行，同時亦會以Zoom形式舉行。 
      辦事處已用電郵或郵寄會議議程及附件給閣下。 
      凡註冊會友如未能出席會友大會,請向行政同工索取 
      「會友大會缺席通知書」,填妥後於五月廿七日(星 
      期五)下午五時前交回本會辦事處。 

   五. 宣教年會6月1日至6月5日舉行 
       聚會包括宣教分享祈禱會、星期六workshop和週六 
       週日中、英文堂崇拜，詳情稍後公佈，敬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參加。講員是香港環球福音會張文豪宣 
       教士(Billy Cheung)，與家人在非洲宣教十年，近年 
       來重點培育非洲本土年青宣教士加入傳福音事工。 
       宣教年會報名項目: 
       June 3 - 宣教士分享會 週五上午10-11:30 (Zoom) 
       June 4 - 宣教工作坊 週六上午10-12AM  
       (實體聚會，不設 Zoom) 
       工作坊 1：世界宣教現況及新趨勢 -張文豪宣教士 
      （廣東話） 
       工作坊 2：CIM Ministry - CIM Isaac Quan  
        (英語，設中文翻譯） 
       June 4 - 宣教工作坊 週六下午2-4PM  
       (實體聚會，不設 Zoom) 
       工作坊 3：宣教四角色 - Billy Cheung張文豪宣教士 

       （廣東話） 

 
 
 
 

   六. 2022年婦女培靈會 
      關顧婦女部誠意懇請本堂姊妹參加 
       主題：活在人生夾縫間 – 聖經中女性所留下的腳蹤 
       講員：蔡崔妙姍 
       日期：6月25日（六）及26日（日）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月三十分 
       舉行地點：教會禮堂 
       報名日期：5月22日至6月19日 
       報名方法： 
       1.請到以下綱址登記 https://Chinese.Rcefc.org/signup/ 
       2.或掃描海報上二維碼登記 
       3.或致電教會辦公室604-231-051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五時三十分）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604-328-2078 Miranda Sin 
   七. 曾昭義弟兄的安息禮拜安排： 

      慰問家屬及瞻仰遺容將於 5月 27日(週五)晚上 
       7:00-9:00於海景墓園舉行，安息禮拜將於5月28日 
      (週六)上午10時於Chapel舉行，土葬禮將於 11:30  
      在 Aspen 舉行，素餐於 1pm 在星光麒麟，求主安 
      慰蕙芳及家人。 
      致謝：家屬衷心感激主內眾肢體及親友愛心關懷, 
      撥冗蒞臨, 並惠賜花圈賻儀, 謹此深致謝忱。敬請 
      於下午一時駕臨星光麒麟（350 Gifford Street, 
      New Westminster) 共詮素餐。 
   八.本週(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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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1:00-12: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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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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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7:30-9: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班 

喜樂團 
六 

(28) 
7:45-9:45pm 豐盛的生命 

中學生家長及

各弟兄姊妹 
 
 
 
 
 
 
 
 

https://bit.ly/evangelize-family


 
 
 

   本週宣教代禱 

(一)記念陳鳳娟宣教士於五月三十日至 

       八月中到墨西哥的宣教行程，求主 

       保守引領。 

(二) 為非洲內地會( AIM )宣教士夫婦 

    Victor & Grace Chang 夫婦代禱： 

(1) 感恩 Victor & Grace 夫婦增添新成員 

   Bethany Siyanne，求主保守他們一家 

   四口，兩個兒女活潑成長，夫婦同心 

   在穆斯林社區發展福音事工； 

(2) 為他們在多倫多地區的合作夥伴  

   The Jesus Network 慶祝 15 週年禱告， 

   希望藉著本月的籌款晚宴讓更多人了 

   解神在阿富汗難民的事工和計劃； 

(3) Victor & Grace 在領導一個伊朗穆斯林 

   背景的門徒訓練小組，組織街頭佈 

   道，求主給他們智慧和策略帶領團隊 

   和做好街頭福音工作； 

(4) 他們每年都籌劃兒童營，今年希望 

   在 Nova Scotia, Quebec, Ontario, 

   Manitoba and Alberta 舉行 6 個兒童 

   夏令營，目標是向 350 名兒童分享基督 

   的愛。大家可看觀看夏令營宣傳短片為 

   他們禱告和宣傳參與邀請工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r-  
  jsFF0Qg1YCIalQ4a4lNgYO2pgvX3/view? usp=sharing 
 
 
 
 

  本週教會代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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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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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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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為正在經歷艱難挑戰的肢體守望，求主 
       加力和扶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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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 
1. 記念現正受戰火襲擊的烏克蘭，求主憐憫止 

  息這場戰爭。求主保守及賜下平安予無辜的 

  平民百姓得蒙保護及仍能得到生活的基本供 

  應。 

2. 記念世界各地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情況，保持 

  醫療系統運作正常。求主憐憫醫治患者、安 

  慰患者的家人親友，以及保守所有前線醫護 

  人員身心健康。 
 

 

 

 
 
 

上週六、主日聚會人數：(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五月十四日 87 
34 41 278 24 五月十五日 

116 

 

 

 

2022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差傳 
非常費 

四月份奉
獻總收入 

$44,949.5 $2,190 $10,266 $530 12,730- 
 
   *感恩奉獻撥入常費收入 
 

為何揀選我  ( 詩集: 團契遊樂園 曲、詞:盧永亨) 

為何祢竟揀選我為我捨身  為何要拯救如此罪人 
為何十架的愛是如此高深  完全猜不透何原因 
為何高天之主會為我犧牲  為何以鮮血塗抹淚痕 
為何讓我一信便獲得新生  何等的不配被憐憫 

但我確信神話語的應許  讓我深知所信的是誰 
容我以後順從主 從不後退  來為報答祢為我奉上身軀 
自耶穌的真光照亮我的心  便決心要離棄舊人 
唯求奉獻所有並付出一生  傳揚主的恩惠及憐憫 
 
信心的等待 (詩集:基恩敬拜 曲、詞:陳玉彬 參考經文:雅四 14/太五 8) 

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  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 
人生就像一片雲霧  出現少時就不見到 
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 
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  不必怕因有祢同在 
別人笑我為甚麼等待  因我知道 盼望因祢而來 
耶穌捉緊我雙手  有祢的恩典我便足夠 
讓我可清心見祢面  使我必得見光 
耶穌捉緊我雙手  仰望那財寶在天上 
愛慕神的 抱著平安  感謝祢為我所編寫的一切 
 
耶和華以勒  (曲、詞：TWS) 

耶和華以勒 我的供應  在恩典裡我永遠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 我的倚靠  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讓我心稱頌恩主 祂有無豐富  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 祂有無盡的愛 
帶領我永不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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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r-
http://www.rcefc.org/

	F22May4a
	F22May4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