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通問               2019年 8月           神在溫哥華的教會                    
 

聚會時間 

主日 09:45 am 會前禱告 

10:00 am     擘餅記念主 

11:00 am  信息分享 
     

4 日 馬太福音 七 章 1-12 節 

11 日 馬太福音 七 章 13-29 節 

18 日 馬太福音 八 章 1-17 節 

 25 日 馬太福音 八 章 18-34 節 

  

 

週二 08:00 pm 禱告聚會 

          

週四 10:00 am 歡樂時光 

                

週六 * 同時間有青少年與兒童聚會(英文) 

  3 日 06:30 pm 

07:30 pm 

聚餐 
見證影片分享 

10 日 0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17 日 0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24 日 07:30 pm 信徒造就聚會 

 31 日 07:30 pm 詩歌分享 

 

區聚會  

北區 溫哥華/本拿比/菲沙河以北 

聯絡人: 劉志光 弟兄(604-649-8138) 

劉珏 姊妹(604-716-7321) 

    3家聚會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南區 列治文/三角洲/素里/菲沙河以南 

聯絡人: 周茂林 弟兄(604-327-2835) 

陳惠忠 弟兄(604-202-7677) 

    5家聚會正常進行 

會所聯絡資訊 
Phone: 604-266-5350 

Address: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http://AssemblyofGodinVancouver.com 

特別事項 

一、  8 月 3 日 (週六) 影片見證分享–6:30 pm 聚餐， 

7:30 pm 見證影片分享。 

二、 8 月 4 日 (主日) 中英文分開聚會(擘餅及信息)。 

三、每週四上午十時在會所有“歡樂時光”，歡迎弟兄 

姊妹及親友參加。 

四、 8 月 29 日 (週四) 上午有受浸聚會。 

五、‶每日嗎哪″可在下列網址收看：  

http://naccvan.com/dailymanna/  
 

  請為教會各項服事代禱   

主日信息聚會聖經錀節 
 

第一週   馬太福音 七 章 1-2 節  (Matthew 7:1-2) 

 1「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2 因為你們怎樣
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
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1 “Judge not, that you be not judged. 2 For with what 
judgment you judge, you will be judged; and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back to you. 

第二週   馬太福音 七 章 21 節  (Matthew 7: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Not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sha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in heaven. 

第三週   馬太福音 八 章 11-12 節  (Matthew 8:11-12) 
11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12 唯有本國的子民，
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11 And I say to you that many will come from east and 
west, and sit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12 But the sons of the kingdom 
will be cast out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will be 
weep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第四週   馬太福音 八 章 25-26 節  (Matthew 8:25-26) 
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啊，救我們，我們喪命
啦！」  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
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地平靜了。 

25 Then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awoke Him, 
saying, “Lord, save us! We are perishing!” 26 But He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fearful, O you of little 
faith?” Then He arose and rebuked the winds and the 
sea, and there was a great calm. 

http://assemblyofgodinvancouver.com/
http://naccvan.com/dailyman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