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通問               2019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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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聚會 
     

6 日 
馬太福音十一章 1-19 節 
Matthew 11:1-19 

13 日 馬太福音十一章 20-30 節 
Matthew 11:20-30 

20 日 馬太福音十二章 1-21 節 
Matthew 12:1-21 

27 日 馬太福音十二章 22-50 節 
Matthew 1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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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06:30 pm 

07:30 pm 

聚餐 
見證影片分享 

12 日 0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19 日 07:30 pm 先聖傳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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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 (週六) 影片見證分享–6:30 pm 聚餐， 

7:30 pm 見證影片分享。 

二、 10 月 13 日 (主日) 中英文分開聚會(擘餅及信息)。 

三、 10 月 14 日 (週一) 10:00 am 感恩節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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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馬太福音 十一 章 11-12 節  (Matthew 11:11-12) 
11「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
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12 從施洗約翰的
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11 “Assuredly, I say to you, among those born of women there 

has not risen one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but he who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e. 12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第二週   馬太福音 十一 章 28-29 節  (Matthew 11:28-29)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
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28 Come to Me, all you who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29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lowly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第三週   馬太福音 十二 章 20-21 節  (Matthew 12:20-21) 

20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
理，叫公理得勝。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20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smoking flax He will not quench, 
Till He sends forth justice to victory; 
21 And in His name Gentiles will trust.” 

第四週   馬太福音 十二 章 35-36 節  (Matthew 12:35-36) 

35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

惡就發出惡來。 36 我又告訴你們，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
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 
35 “A good man out of the good treasure [g]of his heart 
brings forth good things, and an evil man out of the evil 
treasure brings forth evil things. 36 But I say to you that for 
every idle word men may speak, they will give account of it 
in the day of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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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