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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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 No.5 Road, Richmond BC V6Y 2V4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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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程慧慈 

司琴: 羅陳劍靈 

敬拜隊員:龍志成 

        陳黃曉穎 

        羅沛洪 

        黃陳嘉巽 

影音: 冼喬俊 

     龍鳳恩 

     馬成金 

 

司事: 李劉玉燕 

     馬鍾燕萍 

     譚配賢 

     廖蔭棠 

 

獻花: 唐健平夫婦 

 

序  樂 

讚  美 齊來感恩#11 

宣  召 詩 篇 99 : 2-3 

詩  歌 讚美創造主偉大 

       主愛如繁星 

       祢許可 

祈  禱  

經  文 約翰一書1:1-4 

講  道 生命之道  

回應詩 以感恩為祭 

奉  獻 

三一頌 

祝  福 / 阿 們 頌 

報  告 / 代 禱 

 

 

讚美創造主偉大 
(曲:吉中鳴 詞:陳鎮華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讚美創造主偉大 宇宙置星亮 
伸手開創天與地 天空掛豔陽 
創作更妙世上人 肖上帝式樣 
基督寶血施救贖 恩典裡翱翔 

來吧頌讚共星宿 挽手高聲唱 主愛極深廣 
來吧頌讚共星宿 挽手高聲唱 主愛是盼望 

 

主愛如繁星 
(曲、詞：葉秀姿 音樂版權屬葉秀姿) 

 

主的愛如同明亮繁星 也像雲時常伴我路程 
縱是茫茫驟雨天空暗淡未明 

這份愛意永不會停 主寶貴話語猶像明燈 
永在旁常常為我指引 縱是遙遙路遠  祂都結伴共行 

每步每寸 不管遠近 
 

耶穌兩肩可擔當 耶穌說不須驚慌  
耶穌的愛處處伴我永護航 重重巨浪仍無懼漂泊 

常燃著盼望  發放亮光 
 

隨祂去高山都闖 隨祂去深海都往  
隨祂牽引  哪怕前路灰暗 

尚記起祂告知沙灘一雙足印 願揹著我永遠一起面對苦困 
尚記起祂告知沙灘一雙足印  願揹著我永遠一起為我指引 

 

祢許可 
(曲:吉中鳴  詞:唐桂成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挫折有祢許可 要讓祝福漫過  至死痛楚 要將生命加多 
祢破碎我一切 卻換上更多恩惠 榮耀路徑必有淚涕 

 
誰肯放棄自救 才將救恩識透   
葡萄被壓才得釋放 釀出新酒 

人生到了絕處 才知道愛的深處 
才能盛載神恩豐滿傾注 

 

以感恩為祭 
(曲、詞 : 周小恩 版權屬音樂 2000 有限公司) 

主 為祢的恩典 我要滿心感謝 
由泥內生機 到變幻天氣 讓這世界各樣完備 

主 為祢的恩手 我要滿心感謝 
由扶助拯救 到試煉阻攔 導我按祢正路前行 

我出生前祢已深知我 到了今天 亦有幫助 
為我備救恩 召我出黑暗 做祢聖潔國度人民 

 

 
 

主 為祢的恩言 我要滿心感謝 
由提示安慰 到責備管教 內裡有祢愛念呈現 

主 為祢的恩情 我要滿心感謝 
也要常思想 晝夜數算 藉愛見證祢大能 

祢的安排往往多新意 祢有豐賞 亦會收取 
微細調配中 讓我得益處 現我再看天恩處處 

 
神呀 祢恩典太美妙神奇 配得萬眾稱善 
我要以感恩為祭獻給祢 並永記念祢作為 

 
 本週(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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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團 日 3pm – 5pm 
溝通的技巧-實踐 

黃天逸牧師 
成人團契 

金齡樂 一 三 五  10:00am-2pm 乒乓球 55歲以上 

金齡樂 二 2:00-4:00pm 
Ipad/Iphone 

使用研習班  
55歲以上 

福音粵曲 

佈道組 
二 7:30-9:30pm 福音粵曲練習 各弟兄姊妹 

祈禱會 三 8:00-9:15pm 祈禱/分享 各弟兄姊妹 

讚美操 四 10 – 11:15am 體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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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命,新生活(5) 成人團契 

週六茶聚 六 3:30-4:30pm 討論/分享 新朋友 

喜樂團 六 7:45-9:45pm 
查經 

新生命,新生活 
成人團契 

Crossroads 

Fellowship 
日 

11am-

12:30pm 
查經/分享 八-十二年級 

 
上週六、主日聚會人數：(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四日) 

中文崇拜 
星期六 

兒童聖經團契 
英文崇拜 崇拜人數 祈禱會 

五月十三日 
52 

     兒童 3 
     成人 1 

42 301 24 
五月十四日 

172 

兒童崇拜 

     兒童 25 
     成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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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茶聚  

   逢星期六下午 3:30-4:30 教會 202 室   

   查詢：教牧同工、傳道部部長 Simon Wong、 

   團契部部長 Stephanie Ho.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未信主   

   的家人朋友參與，並陪同一起出席。 

三 二零二三年五月份會友大會 

   日期/時間：5 月 28 日(主日)下午 2:30 

   在本會禮堂舉行，同時亦會以 Zoom 形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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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 6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前交回本會辦事處。 

四 主懷安息 

   我們以傷痛的心通知大家，親愛的會友陳卓樑弟兄Andrew 

    於溫哥華時間 5 月 16 日晚上約 7 時 30 分(蘇黎世時間 

   5月17日凌晨 4 時 30 分) 在蘇黎世醫院主懷安息。 

   請大家為妻子靄蘭、女兒 Janice 及家人禱告，求主記念 

   及安慰他們傷痛的心。安息禮拜將會稍後公佈。 

五 教會 40 週年慶祝 

   本年 9 月，是我們教會成立 40 週年的紀念日。 

   9 月 10 日(主日)，我們將會有中. 英文堂的聯合敬拜慶祝 

   這個大日子。另外，籌備委員會還安排於 9 月 2 日(六) 

   的全堂大旅行和 9 月 8 日(五)的慶祝晚宴。 

六 恩典團五月份講座： 

   日期/時間：5 月 21 日 星期日 下午 3 時正 

   地點：教會 202 室 

   主題：溝通的技巧-實踐    講員：黃天逸牧師 

   歡迎會友邀請親友參加 

七 牧者外出講道 

   今日方展啟牧師應邀到高潔林華人播道會主日崇拜證道， 

   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 

 

   八 父親節福音電影晚會：《愛 Plan B》 

      分享嘉賓：李顯華夫婦（真人故事主角） 

      日期/時間：6 月 18 日 （星期日）晚上 7 時 30 分 

      地點：教會大禮堂, 當晚設有兒童 (3~12 歲)節目. 

      *憑票入座，座滿即止. 散會後在禮堂外登記及 

      即時領取門票,或於辦公時間內向教會辦事處登記。 

      查詢及索取門票請聯絡：黃活民 Simon Wong (778)317-9680,  

       方展啟牧師 (778) 554-9990  

      懇請弟兄姊妹為福音電影晚會懇切祈禱， 

      並邀請未信的親友出席，得以藉著此福音電影蒙恩。       

   九 「Covenant House Vancouver 」募捐物品運動 

      關顧部將於 5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期間舉行全堂 

      募捐物品運動，透過「Covenant House Vancouver 」 

      來支持，以無條件的愛及尊重幫助無家可歸(16-24 歲) 

      之年青人。募捐詳情巳刊登在海報及中英文單張內，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潘玉玲 Maggie Pun 604-817-3692 

   十 金齡樂事工開辦新研習班 

     「iPad、iPhone 及 Apple watch 使用研習班」  

      逢星期二 下午 2:30 ~ 4:00  202 室 

      導師：Colin 古國雄弟兄  備註：參加者自備器材 

 十一 正確填寫奉獻封及支票抬頭 

      會眾如果以支票奉獻, 抬頭請寫上 RCEFC 或 

      Richmond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另外,為避免入數時出現錯誤, 請會眾在奉獻封上 

     緊記用正楷寫上閣下全名和個人奉獻編號. 多謝合作. 

 十二 園藝組修葺花槽大行動 

      春夏季已到, 教會花槽需要重新整理修葺,園藝組誠邀 

      弟兄姊妹於 5 月 20 日 及 27 日(星期六) 早上 10 點至  

  下午 1 點回教會參加整理修葺花槽大行動. 當日有專人 

  指導. 如果家有修葺花園工具,亦可一同帶回教會. 

      查詢可聯絡 Cenny Lau 604-889-3821 或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辦事處報名。 

 十三 愛筵念親恩 - 今日截止報名 

      6月4日週日崇拜後舉, 餐費：$10 (小童12歲或以下免費） 

      可向團契代表報名，或在崇拜後禮堂外報名。 

 

本週宣教代禱 

請為 Dale and Ann Little 在日本宣教代禱: 

    1. 祈求主讓日本移民局能盡快為負責中文事工的傳道 

      夫婦 David and Lina 及孩子們發放簽証。 

2. 祈求主繼續興起年輕姊妹來接管 Ann 負責兒童的 

  事工。 

3. 請為 Dale 禱告。祈求主賜他智慧和聰明，透過 

  他神學思考，尋找最適當方法去鼓勵參與植堂教會。 

 

本週教會代禱 

    1) 感謝主,陳少初牧師已出院了,在家休養,接受康復治療, 

      謝謝你們的禱告,並一起見證神在他生命的作為, 

      願一切榮耀尊貴崇敬歸於天上父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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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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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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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常費 建堂 差傳 慈惠 神學 
四月份    
總收入 

$46,275 $2,387 $9,718 $620 $60 

四月份總
支出 $70,221 $3,558 $1,074 - - 

本年累積
收入 $167,014 $10,512 $34,439 $12,209 $170 

本年累積
支出 

$222,270 $19,058 $38,574 $15,689 - 

本年累積
盈餘/ 
(赤字) 

($55,256) ($8,546) ($4,135) ($3,48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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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桀丞弟兄     吳家樂姊妹  

      辦  事  處: 12100 Blundell Road, Richmond, B.C. V6W 1B3  

      電 話: 604-231-0511 電遞: rcefc@hotmail.com 網址:www.rcefc.org 

 

http://www.rce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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