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通問               201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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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 特別聚會 

8 日 馬太福音 九 章 1-17 節 

Matthew 9:1-17 

15 日 馬太福音 九 章 18-38 節 

Matthew 9:18-38 

22 日 馬太福音 十 章 1-25 節 
Matthew 10:1-25 

29 日 馬太福音 十 章 26-42 節 

Matthew 10:26-42 
 

週二 08:00 pm 禱告聚會 
          

週四 10:00 am 歡樂時光 
                

週五 10:00 am 粵語查經聚會 
 

週六 * 同時間有青少年與兒童聚會(英文) 

  7 日 06:30 pm 

07:30 pm 

聚餐 
見證影片分享 

14 日 0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21 日 07:30 pm 先聖傳記 

 28 日 07:30 pm 信徒造就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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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 日 (週一) 10:00 am 愛的相調，12:00 pm午餐。 

二、 9 月 7 日 (週六) 影片見證分享–6:30 pm 聚餐， 

7:30 pm 見證影片分享。 

三、 9 月 8 日 (主日) 中英文分開聚會(擘餅及信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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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每週五上午十時在會所有‶ 粵語查經聚會″。 

六、‶每日嗎哪″可在下列網址收看：  
http://naccvan.com/dailymanna/  
 

  請為教會各項聚會服事代禱   

主日信息聚會聖經錀節 

第二週   馬太福音 九 章 13 節  (Matthew 9:13)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
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But go and learn what this means: ‘I desire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For I did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第三週   馬太福音 九 章 35-36 節  (Matthew 9:35-36) 
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35 Then Jesus went ab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sickness and every 
disease [i]among the people. 36 But when He saw the 
multitudes, He was moved with compassion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weary and scattered, like sheep 
having no shepherd.  

第四週   馬太福音 十 章 12-13 節  (Matthew 10:12-13) 
12 進他家裡去，要請他的安。 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
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
歸你們。 

12 And when you go into a household, greet it.13 If the 
household is worthy, let your peace come upon it. But 
if it is not worthy, let your peace return to you.  

第五週   馬太福音 十 章 32-33 節  (Matthew 10:32-33) 
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
他。 

32 “Therefore whoever confesses Me before men, him I 
will also confess before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33 But whoever denies Me before men, him I will also 
deny before My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http://assemblyofgodinvancouver.com/
http://naccvan.com/dailymanna/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9&version=NKJV#fen-NKJV-23415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