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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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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 方展啟牧師 

領詩: 陳黃曉穎 

司琴: 黎林善文 

敬拜隊員: 馬仲然 

          羅沛洪 

          冼喬俊 

影音: 周啟宇 

      黎吳家宜 

當值員: 黃陳嘉巽 

司事:  龍 志 成 

       龍陳浩施 

       李劉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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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美  快樂崇拜   #22 

宣  召  詩篇 146:1-2 

詩  歌  無言的讚頌 

         千萬個理由 

         是為了我罪 

祈  禱 

經  文  羅馬書6章1-14節, 

           20-23節 

講  道  得自由的生命

回應詩  我的生命獻給祢 

奉  獻 

三一頌 

祝  福/阿 們 頌 

小城宣教差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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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預先登記實體崇拜已經取消，但懇請大家緊記， 

       疫情還未過去，為避免您親愛的弟兄姊妹被感染， 

       如您在崇拜當日早上感到不適或出現徵狀，又或者 

       您是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觸者，請留在家中休 

       息，不要回教會作實體崇拜。如果發現或推定您 

       自己是新冠肺炎患者, 請通知黃牧師 236-509-8820 

   三.小城短宣 

      本堂小城短宣隊將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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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堂「男士培靈會」 

      主題：Am I A Good Man？ 

      講員：梁海華牧師 

      日期：8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地點：上午 9:30-12:00本會禮堂 

      報名日期：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 

      報名方法： 

1、 請到以下網址登記 https://chinese.rcefc.org/signup/ 

      2、或掃描二維碼登記 

      3、或於辦公時間至電教會辦事處 604-231-0511  
      誠邀本堂男士參加，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Alfred 岑養權弟兄 (604)271-5685 

   七. 聖誕節舉行水禮 

      本堂本堂將於 8月至 10月的主日早上舉行洗禮班， 

      並於聖誕節舉行水禮，如有弟兄姊妹有心志接受水 

      禮見證主，報名及查詢，請聯絡何國然傳道。 

      洗禮班日期：8月 7 日至 10 月 9 日（截止日期：7 月 29 日） 

      時間/地點：9:30am-10:30am 教會辦公室 302室 

      導 師：何國然傳道 

      洗禮日期：2022 年 12月 25日（早堂崇拜中進行） 

   八.列播夏日家聚 Party 

      因為疫情關係久別了的教會活動終於能夠回復以實體進 

       行了。信心團契盼望在這個夏季 8月 13日的週末，能夠 

       與教會家裡的弟兄姊妹一起相聚連繫，當天將會有食物 

       餐車和便當午餐、攤位遊戲、義賣和健康工作坊等。誠 

       意邀請你們一家大小一起出動，享受一個愉快和有意義 

       的週末，同時可為教會未來的事工籌募經費，讓我們能 

       繼續服侍及回應上帝的心意。雖然疫情令很多事情都停 

       頓下來，卻不能讓關愛停止，您的參與及奉獻能成為別 

       人的祝福，願主祝福您！ 

      日期：8月 13日(星期六) 

      時間/地點：下午 12pm-4pm 在教會停車場 

   九.本週(七月十日至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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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 各弟兄姊妹 

Crossroads 
日

(17) 
11am-12: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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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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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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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 

    1.為烏克蘭與及受俄羅斯侵襲禱告： 

一)盼望出現和平與復和； 

二)為當地的信徒禱告，願主賜給他們力量去關 

   心和宣告神的同在； 

三)求主止息暴力，賜下平安與醫治，擁抱每一 

   個受傷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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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上週六、主日聚會人數：(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兒童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七月二日 68 
47 28 205 23 

七月三日 137 

 

2022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神學 

六月份總
收入 

$33,711 $2,190 $8,524 $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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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的讚頌 
(詩集：無言的讚頌 經文摘編自詩篇 19 曲、詞:朱浩權)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 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 又似日光普照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千萬個理由 

(曲:Matt Redman 中文譯詞: 新店行道會) 

我的靈讚美祢 我全所有 
讚美祢的聖名 

像第一次開口 盡我所有 

讚美祢的聖名 

太陽升起新的一天來臨 
我心讚嘆 歌唱祢榮耀 

不為過去憂愁也不管接下來如何 
在黃昏時 我仍要讚美神 

祢是慈愛 總不輕易發怒 
祢名為大心全然良善 

因祢的美好 我要揚聲歌唱 千萬個理由只為歌頌祢 

直到那天 我的力量衰退 

生命終點 已在我面前 
我仍要讚美 歌聲不間斷 從今時一直歌唱到永遠 

 
是為了我罪 

(詩集:齊唱 曲:鄭楚萍 詞:陳芳榮) 

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  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死 

主宰基督為人背上苦擔  繫掛那木頭的應是我 

是為了我罪 祂捨尊貴  是為了我罪 祂犧牲一切 

在十架上 恩主彰顯祂的愛  罪債於一身 祂拯救萬世 

復活盼望罪人今得新生  信祂的必可承受永生 

復活盼望罪人變改身心  並賜我聖靈祂一世護蔭 

被罪惡枷鎖 今得釋放  被罪惡枷鎖 今可得衝破 

復活盼望 是讓主居於心裡  願一生跟主祂一世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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