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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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講員: 黃天逸牧師 

祈禱: 黃天逸牧師

報告: 黃天逸牧師 

領詩: 黃錫文 

司琴: 黎林善文 

影音: 周啟宇 

      冼喬俊 

      馬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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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哉三一    #5 

宣  召  啟示錄5:13 

詩  歌  求神領我 

         最知心的朋友 

         主 我今背十架 

祈  禱 

經  文  路加福音10:25-37 

講  道  「撒瑪利亞人」 

         的「好」 

回應詩  完美完全的愛 

聖  餐 

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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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同工休假 

      行政同工林林永欣(Winnie)由七月四日至八月五日 

      放無薪假,期間由劉林麗斯(Nancy)暫代. 

   三.小城短宣 

      本堂小城短宣隊將於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前往 

      卑詩內陸Williams Lake, 100 Mile House, Lillooet 

      及Abbotsford等地探訪小城朋友. 

      出隊隊員包括方展啟牧師,尹諾之,何鳳鳴,黎灶養, 

      林美寶,魏蔡麗瓊,譚德華.請為探訪對象及隊員禱告, 

      求主打開受訪者心靈,領受神的愛和話語,與神建立 

      關係,求主保守各人路上平安及身體健康. 

   四.迦勒團七月份聚會 

      日期/時間：七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半   

      地點：教會202室 

      內容：查經、分享、祈禱  

      歡迎眾團友及五十歲以上之親友踴躍參加 

   五.燈塔事工海員中心 

      差傳部燈塔事工於七月二十一（星期四）啟航, 

      於晚上六時在教會集合到海員中心探訪船員. 

      誠邀教會弟兄姊妹參加. 報名或查詢請電郵 

      mission.rcefc@hotmail.com或以電話聯絡Cherry 

      (778-846-7331). 

      同時歡迎弟兄姊妹提供曲奇餅及編織冷帽贈送船員, 

      藉此表達愛心.  

 

 

 

 

   六.基教部主辦七月至九月網上主日學 

      日期：七月三日至九月廿五日共十三堂 

      課題：「《箴言》研讀」   導師：李炯燊牧師  

      備註：本課程適合每位信徒一同學習神的話語. 

      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把姓名、聯絡電話、電郵 

      地址傳送到教會rcefc@hotmail.com或致電教會 

      辨事處登記.  

      基教部將按時傳送Zoom Link給已報名的弟兄姊妹. 

 

   七.本週(七月三日至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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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3) 
11am-12: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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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ission.rcefc@hotmail.com或以電話聯絡Cherry
mailto:電郵%0B地址傳送到教會rcefc@hotmail.com
mailto:電郵%0B地址傳送到教會rcefc@hotmail.com


 
 
 

 
   本週宣教代禱 

 

1.繼續記念陳鳳娟姑娘至八月底的 

     墨西哥宣教行程，求主額外保守她  

     平安和健康。 

 

2.為加拿大中信中心（CCM Canada） 

     代禱： 

• -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中信同工前 

      往 Nanaimo 探訪。求上帝保守旅 

      途平安順利，將福音與愛的訊息達 

      至遠方，也求聖靈感動被探訪者的 

      心靈。 

 - 小城宣教培育講座將於七月九 

      日，九月十日及十一月五日舉辦 

      講座，求主使用講員及讓參加者 

      受益，能有效用於傳福音事工上。 

 

• - 請為疫情後各中信中心逐步重開 

      代禱。 

 

• - 請為中信的經費需求代禱，求上 

      帝賜下恩典使各事工可以順利推 

      展。請為多倫多及溫哥華中心舉辦 

      暑期青年及兒童日營禱告。也為網 

      上小城兒童事工禱告。求主帶領更 

      多小城兒童參與及招聚年青人參與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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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廿六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六月廿五日 

79 
53 32 284 18 

六月廿六日

120 

 

2022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神學 

五月份總
收入 

$38,089 $1,845 $8,442 $280 $100 

五月份總
支出 

$41,615 $2,778 $11,530 - - 

本年累積
收入 

$191,798 $11,443 $56,756 $2,820 $120 

本年累積
支出 

$219,368 $13,889 $64,500 $5,000 - 

本年累積
盈餘/ 
(赤字) 

($27,570) ($2,446) ($7,744) ($2,1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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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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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領我 
(詩集：生命聖詩#323) 

耶和華 求祢帶領我 走過今世曠野路 

我雖軟弱主有權能 願主聖手常扶助 
天上嗎哪 天上嗎哪  

賜我飽足免飢餓 賜我飽足免飢餓 
求主開通永生泉源 解我乾渴醫我傷 
求主賜下雲柱火柱 使我道路得通暢 

全能救主 全能救主  
作我盾牌與力量 作我盾牌與力量 
當我來到死亡河邊 求主使我不恐懼 
領我安度洶湧波濤 進入天家得安居 

歌唱讚美 歌唱讚美  
我要永遠讚美祢 我要永遠讚美祢 

 
最知心的朋友 

(詩集：迦南詩選精選   曲/詞 : 曉雲) 

主 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 祢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祢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 把我帶在祢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 沒有滑上死亡線 
祢愛何等的長闊深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甚麼 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主 我今背十架 

(詩集：聖徒詩歌#402) 

主 我今背十架 前來跟隨祢 
浮名利 虛榮華 一概都捨棄 
人譏笑 人辱罵 我全不在意  
雖受苦 雖受壓 窄路不稍離 
靠主恩 遵主話 忠心直到底 
到那日 回天家 冠冕榮無比 
冠冕榮無比 冠冕榮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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