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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nday	Night	Preacher:	Rev.	Daniel	Ho	

Sermon	Topic	[	Dove]	based	Matt	3:16	
2. Last	week’s	offering	CAD	$1,377.00	
3. Please	contact	the	Pastoral	Tea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牧師 ( Pastor )   
     何志勇 (Daniel) : 778-929-4989 
     陳  麗 (Lily)   : 778-840-9079 
     解曉萍 (Penny) : 604-873-6333 
傳道 ( Minister ) 
     慈愛 (Joanna) : 778-322-1698  
     迎偉 (Sharon) : 778-888-3777 
   淑嫻 (Rhoda)︓604-762-8613 
 
Meeting Address︓8711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溫哥華愛修基督教會伯大尼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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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異象︓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聖靈第四波教會 
教會 2018 年目標︓成為祝福 
1. 關懷牧養: 建立 25 小家, 250 人, 生命記錄 
2. 造就系統: 慕道班, 受洗班, 門徒班, 領袖學院 
3. 得地為業: 可容 200 人的新會堂 
4. 國度事奉: 使徒團隊, 網路牧養, 建立分堂 
 
因為教會是個單純的群體︐為避免造成困擾︐所以會友之間不要
有金錢的借貸、不要作保、不談政治。 

我們尊重及支持每一位職場的弟兄姊妹︐但希望不要主動推銷產
品或拉人做直銷︕ 
 
 
Email : vancouveragape@gmail.com 
地 址 : #130-12820 Clarke Place, Richmond, BC V6V 2H1 

 

掃描二維碼 
關注伯大尼 



迎新與報告 
歡迎您來到伯大尼之家! 伯大尼是耶稣在地上時 愛去的地方,  
這裡有  神的同在與家人的愛,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您 ! 
1.  每主日早 8:30-9:30 及每個週五晚 7:00-9:00 在教會有禱告會︐ 
  歡迎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一起為教會守望代禱。 
2. 愛修園課程: 1/16-19 靈修作業週 

徐心敏牧师主領的特會及課程 
1/22-23 Burnaby 復興特會︐詳見本期週報封面 
1/23-26 課程【四活物】時間︓10:00am-13:30pm 
1/27-28 Richmond 復興之夜︐詳見本期週報封底 

3. 財務報告: 上周主日奉獻 CAD$3,416.00  USD$20.00  
                      RMB 20.00 午餐奉獻 $23.00 

4. 親近神︐神就必親近我們。本週 QT 經文︓ 
   1/15(一)弗 5:1-14     1/16(二)弗 5:15-21   1/17(三) 弗 5:22-33	
	 	 	 1/18(四)弗 6:1-9     1/19(五) 弗 6:10-17   1/10(六) 6:18-24	
 

上周主日信息摘要 
講題:【口出恩言】    經文:【箴 18:21】    講員: 何志勇牧師       

A. 主題經文【箴言 18:21】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 
必吃它所結的果子。 

B. 兩個世界︓靈界與物質界【太 16:19】【來 11:3】 
 祝福或咒詛︐由舌頭決定【太 13:27】 
 咒詛︐與 神的道相違背【雅 3:9-10】 
 祝福︐符合 神的道和合神心意【賽 50:4】 

C. 三個定律︓種與收的原則【加 6:7】 
          治病或致病【箴 15:4】 
    權柄的威力【西 3:21】 

D. 四步祝福︓認罪悔改（Repent）為曾接受別人︐或自己說
過的負面話語而認罪悔改︔棄絕咒詛（Revoke）: 取消先前
負面的話語︔宣告祝福（Replace）: 以宣告祝福代替先前
的咒詛︔重建自我（Rebuild）: 重建積極的自我形象 
 

本周主日信息 
  講題: [一筆勾銷]   【約 3:16】         講員: 何志勇牧師       

（本週主日信息有講義提供︐如未拿到︐請向招待同工索取） 
 
 

歡迎您參與伯大尼之家的各項服事 
 

服事项目 本周 (1 月 14 日) 下周 (1 月 21 日) 
信息証道 何志勇牧師 何志勇牧師 
司會報告 陳麗牧師 Joanna 傳道 
敬拜主领 葛志力弟兄 杜華姊妹 

司琴 Jenny Ho 姊妹 Rhoda 傳道 
PPT 小匡姊妹 付炯姊妹 

招待/停車 楊林團隊 楊林團隊 

愛宴清潔 聖靈鴿子組 如鷹展翅組 
愛宴備餐 Frieda/Shirley C Tina/Ivy 
兒童敬拜 易志銳弟兄 易志銳弟兄 

 
歡迎您加入伯大尼之家的小組/小家 

 

 組名 組長    聯繫 時地/語言 
6113 組 Rhoda 604-762-8213  週日午 列治文 廣東話 
信望愛組 Novina 604-761-6601  週日午 列治文 廣東話 
生命活水 Mi Wah 604-263-7363 週日午 教  會 廣東話 
聖靈鸽子 Jenny 778-838-0968  週一午 溫哥華 普通話 
如鷹展翅 Jane 604-916-8186 週三晚 教  會 普通話 
得人組 Gloria 778-709-6869  週二晚 列治文 普通話 
得人一組 Lisa 604-446-5068 週日午 教  會 普通話 
本拿比組 Joanna 778-322-1698  週四晚 本拿比 普通話 
尊主為大 Wenson 604-763-8855  週日午 教  會 普通話 
豐盛之家 Wendy 778-999-5171 週六午 列治文 普通話 
青年組 Marian 778-751-7877 週五晚 教  會 英  語 
弟兄組 Kevin 778-885-5706 週五晚 教  會 普通話 
迎偉小家 Sharon 778-888-3777 週四晚 溫哥華 普通話 
迎偉小家 Sharon 778-888-3777 週日午 溫哥華 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