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新与报告 

1. 欢迎您来到伯大尼之家! 伯大尼是耶稣在地上时最爱去的地方, 
 这里有  神的同在与家人的爱,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您 ! 
2.每主日 2:00-2:30pm 守望祷告,  

周四 6-7pm 同工禁食祷告, 7-9pm 复兴之夜. 欢迎來經歷復興！ 
3.愛修國際領袖學院秋季班已開學         自由奉献, 欢迎參加！ 

琴與爐+生命讀經 7:30-9:45am, 课程 10am-12:30pm,1:30-4pm 
本周二-四 10/02-04 灵魂之爱火     講員: 吴东生牧師  
下周二-四 10/09-11 医治团队特训班  講員: 何志勇牧師及团队  

4.上周主日（9/23）聚会人数，成人：91；儿童：12 
5.建立 “培训中心, 青年复兴, 宣教基地” 的建堂已开始; 

建堂基金累计奉献: CAD$98,540.00, US$6,000.00。 
6.上周主日奉献: CAD$6,019.90； 
7.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本周 QT 经文：  

10/01(一)民 1     10/02(二) 民 2     10/03(三) 民 3 
10/04(四)民 4    10/05(五) 民 5 10/06(六) 民 6 

8.本周六在何牧師家, 請溫哥華西區的弟兄姐妹聚餐, 歡迎參加. 
主日聚會有英,粵語耳機繙譯. 本聚會後請粵語弟兄姊妹們團聚. 

    温哥华爱修基督教会伯大尼之家            
Home of Bethan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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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异象：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圣灵第四波教会 
教会 2018 年目标：成为祝福 
1. 关怀牧养: 建立 25 小家, 250 人, 生命记录 
2. 造就系统: 慕道班, 受洗班, 门徒班, 领袖学院 
3. 得地为业: 可容 200 人的新会堂 
4. 国度事奉: 使徒团队, 网路牧养, 建立分堂 
 
感謝主，帶我們來到宣道會的這個美好場地聚會！ 
因為這裡有四個教會同時使用，求主幫助我們在言語、行為、清潔、
環保上都視若己家，成為別人的好鄰居，榮耀主耶穌的名！ 

 
牧 师：何志勇 (Daniel) : 778-929-4989 
Email :  vancouveragape@gmail.com 
地 址： 11371 No 3 Rd. Richmond BC, V7A 1X3 



上周主日信息摘要 
【父母心】天下父母心     经文:【帖前 2:6-13】  讲员：何牧师 
A. 慈母之心 

A1.不求荣耀【帖前 2:6】  
保罗有使徒身份，却不求荣耀！ 
A2.给生给命【帖前 2:7-8】 
母亲给予生, 又给命照顧【弗 5:29】 
*何牧师大嫂的老三脑瘫(脑性麻痹), 她放下自己前途, 全心照顾.
直到女儿大學畢業, 獨立工作。为母之心 - 全部奉献给儿女。 
*保罗也好像母亲一样，把整个生命都给了帖撒罗尼迦教会。 

B. 严父之心 
B1. 严以律己【帖前 2:11-13】 
【林后 11:23-28】保罗像爸爸, 自己制帐篷, 免叫人受累. 
B2. 严以劝子【帖前 2:11-13】【來 12:5-11】 
父亲要用神的道来教导, 劝勉, 安慰孩子。教导的责任在父亲。 

*何牧师的父亲信主就樂意事奉, 甚至支持神學生成為多人的父亲。 
你也是属灵的父母: 让我们也愿意付出关怀，好使我的生命因我的
付出而成长。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一起成长。 

 
                    本周主日信息 

主题:【太空人】     经文:【帖前 4:9-18】       讲员：何牧师 
分享: 1. “耶穌再來, 信徒被提” 是怎麼回事？我有把握可以被提嗎？ 

2.為了將來被提, 我現在該如何站立, 如何彼此相愛一同被提? 
 
 
 
 
 
 
 
 
 

欢迎參加伯大尼之家的各項服事 

 
欢迎您加入伯大尼之家的小家 

服事项目 本周 (9 月 30 日) 下周 (10 月 07 日) 
信息证道 何牧师 何牧师 
司会報告 欣田 Wendy 
敬拜主領 Rhoda Jane 

司琴 Sophia Sophia 
PPT Alyssa Doris 

招待/停車 杨琳团队 杨琳团队 
中译英 Steven Steven 
中译粤 John John 

儿童敬拜 Stephen/Stephanie Stephen/Stephanie 

小家 电话 时/地/语言 族长 
Rhoda 家  604-762-8213 周日晚 列治文 广东  

 
 

何牧师 
 

Novina 家 604-761-6601 周一早   UBC 国语 
周三午 列治文 广东 

Mi Wah 家 604-263-7363 周日晚 教  会 广东 
Jane 家 

 
604-916-8186 周三晚 教  会 国语 

社青 / Young Adult 
Wenson 家 604-763-8855 周日晚 教  会 国语 
Gloria 家 778-709-6869 周五晚 列治文 国语  

解牧师 
 

Lisa 家 604-446-5068 周日午 教  会 国语 
Hedi 家 778-558-0991 周四午 温哥华 国语 

Joanna 家 778-322-1698 周五晚 本拿比 国语 
周日午 教  会 国语 

 
 

何师母 
 

Wendy 家 778-999-5171 周六午 列治文 国语 
Marian 家 

    
778-751-7877 周三晚 教  会 英语 

青少年 /  Tee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