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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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六月五日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講員: 張文豪宣教士 

祈禱: 黃天逸牧師

報告: 黃天逸牧師 

領詩: 陳何重慧 

司琴: 黎林善文 

影音: 周啟宇 

      馬成金 

      馬仲然 

      梁黎俊蘭 

 

當值員: 黃陳嘉巽 

        

         

司事:  龍 志 成 

       龍陳浩施 

       李劉玉燕 

       馬鍾燕萍 

 

序  樂 

讚  美  榮耀歸於真神 #8 

宣  召  詩篇89:1,5 

詩  歌  恩典太美麗 

         沒有祢 那有我 

         請差遣我 

祈  禱 

經  文  路加福音16:1-13 

講  道  點先算精明？ 

回應詩  全然歸祢 

聖  餐 

三一頌 

祝  福/阿 們 頌 

報  告/代  禱 
 

 

 
家人家事 

   一.歡迎 

      本堂會眾衷心歡迎及多謝張文豪宣教士蒞臨為 
      差傳週分享和証道,讓神話語使各人有反省,建立 

      和造就.同時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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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部 
      傳道部定於六月十一日(星期六)早上十時半至 
      十二時作福音外展佈道 
      內容：到時會有小組人員把福音小禮包（福音 

      單張、口罩、消毒藥水紙巾、教會資料、 
      金句咭及中信月刊等）致送鄰近居屋,作為教會 
      在疫情下對社區關懷及福音外展,盼望弟兄姊妹 
      為此事代禱,願主的名繼續得以高舉,藉聖靈 
      引導人認識耶穌得著救恩. 

   三.新移民關懷核心小組 
      新移民關懷核心小組將於六月十二日(週日) 
      下午三時至四時半在教會舉行「睦鄰」小聚.求主 

      讓我們能進一步聯繫和關懷新近來到加國的朋友, 

      與他們在適應和融入加國新生活的路上貼近同行. 

   四.二零二二年婦女培靈會 
      關顧婦女部誠意懇請本堂姊妹參加 
      「二零二二年婦女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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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五日（週六）及廿六日（主日）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舉行地點：教會禮堂 
      報名日期：五月廿二日至六月十九日 
      報名方法： 
      (一) 請到以下綱址登記https://Chinese.Rcefc.org/signup/ 

      (二) 掃描海報上二維碼登記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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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 Sin (604-328-2078). 

 

   五.迦勒團六月份聚會 

      日期：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活動：「郊遊 - Diefenbaker Park, Delta」 

      集合地點/時間：教會停車場, 上午九時半 

      回程：大約下午四時回到教會 

      歡迎眾團友及五十歲以上之親友踴躍參加. 

      請向迦勒團團契職員報名,以便安排接載. 

   六.聖經問答比賽「寶劍練習」 

      基教部於九月份舉行四福音的聖經問答比賽 

      「寶劍練習」,鼓勵弟兄姊妹組隊踴躍參加, 

      熟讀神的話語,迎戰各種屬靈的挑戰. 

   七.本週(六月五日至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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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1am-12: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級 

恩典團 
日 

(5) 
3:00-5:00pm 猶大書(第五講) 畢業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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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團 五 7:30-9:30pm Craft Night 
小學生家長及

各弟兄姊妹 

喜樂團 六 7:45-9:45pm 查經-豐盛的生命 
中學生家長及

各弟兄姊妹 
 
 
 



 
 
 

 

   本週宣教代禱 

(一).記念陳鳳娟宣教士和袁秀容姊妹 

       在墨西哥宣教一切事宜，求主保 

       守引領他們有平安和健康。 

 

(二).記念張文豪宣教士 Billy在環球 

       福音會 WEC非洲迦納宣教事 

       奉，靠主得力。 

 

(三).記念列播家同心聚焦世界的差傳 

       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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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六、主日聚會人數：(二零二二年五月廿九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五月廿八日 74 

35 34 253 36 五月廿九日 

110 

 

2022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神學 

四月份 
總收入 

$44,950 $2,190 $27,066 $530 - 

四月份 
總支出 

$55,019 $2,778 $5,370 - - 

本年累積
收入 

$153,709 $9,598 $48,314 $2,540 $20 

本年累積
支出 

$177,753 $11,111 $52,970 $5,000 - 

本年累積

盈餘/ 
(赤字) 

($24,044) ($1,513) ($4,656) ($2,460) $20 

   *感恩奉獻撥入常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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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太美麗 
(詩集:團契遊樂園   曲、詞:盧永亨)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 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 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 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 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父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 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 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 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 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 主的莊稼在面前 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 不惜一切來回應 能事奉祢是最尊貴 

 
沒有祢 那有我 

(詩集:齊唱  曲:吉中鳴  詞:張靜珊) 
從來未試過將一生交托 為祢真正活過 
從來未盡用我恩賜 深知祢恩有許多 
回頭望過去一生的經過 唯有祢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 去衝破障礙又破浪 
如若沒有祢今天不知道 怎麼可有我 
如若是獨自去闖 不知風雨怎去可擋 
祈望用我有一切的恩賜 為祢去作光 
不理路途是艱鉅 全為祢去苦幹 
讓我手 能為人 送予永活盼望 
讓我口 傳萬民 讚美遠達四方 
讓我心 全為神 每晝每夜去宣講 

將一生 交給主 努力幹 
 

請差遣我 
(詩集:齊唱  曲:吳秉堅  詞:吳秉堅、梁沃厚) 

感慨 造物與尊貴 褪色 墮落 變更 
百載磨鍊 律法指引 未夠銳變這罪民 
主卻降世 掛十架成贖祭 已粉碎罪權勢 
頃刻間會驟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預告 
請差遣我 替祢宣告 祢是神 誰亦需要 

悔改歸向 神治國度 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 替你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 見證真理 請差遣我 
驚嘆 叛罪與歪理 已消耗盡眾生 

痛心世間 尚有萬民 十架大愛總未聞 
天國已近 世代快成絕韻 要甦醒真愛心 
天天的努力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http://www.rce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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