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通問               201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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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 馬太福音十四章 22-36 節 
Matthew 14:22-36 

8 日 外地聖徒分享 

15 日 馬太福音十五章 1-20 節 

Matthew 15:1-20 

22 日 馬太福音十五章 21-39 節 

Matthew 15:21-39 

29 日 馬太福音十六章 1-12 節 
Matthew 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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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6:30 pm 

  7:30 pm 

聚餐 
見證影片分享 

14 日   7:30 pm 事奉成全聚會 

21 日   7:30 pm 受浸聚會 

 28 日   6:30 pm 

  7:30 pm 

聚餐 
年終感恩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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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 (主日) 中英文分開聚會(擘餅及信息)。 

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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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 (週六) 7:30 pm 受浸聚會。 

四、12 月 28 日 (週六) 6:30 pm 聚餐，7:30 pm 感恩聚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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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每週五上午十時在會所有‶ 粵語查經聚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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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十四章 31-33 節 (Matthew 14:31-33) 

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
疑惑呢？」 32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33 在船上的人都
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31 And immediately Jesus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caught him, and said to him, “O you of little faith, 
why did you doubt?”  32 And when they got into the 
boat, the wind ceased. 

33 Then those who were in the boat came and 
worshiped Him, saying, “Truly You are the Son of 
God.” 

 

第三週   馬太福音十五章 8-9 節 (Matthew 15:8-9) 

8『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9 他們將人的吩咐
當做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8  ‘These people draw near to Me with their mouth, 
And honor Me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heart is far from Me. 

9  And in vain they worship Me, 
Teaching as doctrines the commandments of men.’  

 
第四週   馬太福音十五章 28 節 (Matthew 15:28)  

28 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
成全了吧。」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 

28  Then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her, “O woman,  
great is your faith! Let it be to you as you desire.” 
And her daughter was healed from that very hour. 

 
第五週   馬太福音十六章 6 節 (Matthew 16:6)  

6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
人的酵。」。 

6  Then Jesus said to them, “Take heed and beware of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and the Sadduc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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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