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通問               2019年 11月           神在溫哥華的教會                    
 

聚會時間 

主日  9:45 am 會前禱告 

10:00 am     擘餅記念主 

11:00 am  信息分享 
     

3 日 馬太福音十三章 1-23 節 
Matthew 13:1-23 

10 日 馬太福音十三章 24-43 節 
Matthew 13:24-43 

17 日 馬太福音十三章 44-58 節 
Matthew 13:44-58 

24 日 馬太福音十四章 1-21 節    
Matthew 14:1-21 

 

週二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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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6:30 pm 

  7:30 pm 

聚餐 
見證影片分享 

9 日   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16 日   7:30 pm 先聖傳記 

 23 日   7:30 pm 信徒造就聚會 

30 日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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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 (週六) 影片見證分享–6:30 pm 聚餐， 

7:30 pm 見證影片分享。 

二、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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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五上午十時在會所有‶ 粵語查經聚會″。 

五、‶每日嗎哪″可在下列網址收看：  

http://naccvan.com/dailymanna/  

 

  請為教會各項聚會服事代禱   

 

主日信息聚會聖經錀節 

第一週   馬太福音十三章 23 節 (Matthew 13:23) 

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23 But he who received seed on the good ground is he 

who hears the word and understands it, who indeed 
bears fruit and produces: some a hundredfold, some 

sixty, some thirty.” 
 

第二週   馬太福音十三章 43 節 (Matthew 13:43) 

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43 The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forth as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ir Father. He who has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第三週   馬太福音十三章 49-50 節 (Matthew 13:49-50)  

49 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
別出來，50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49  So it will be at the end of the age. The angels will 

come forth, separate the wicked from among the 
just, 50 and cast them into the furnace of fire. There 

will be wailing and gnashing of teeth. 
 
第四週   馬太福音十四章 20-21 節 (Matthew 14:20-21)  

20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
了十二個籃子。 21 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20 So they all ate and were filled, and they took up 

twelve baskets full of the fragments that remained. 
21 Now those who had eaten were about five 

thousand men, besides women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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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