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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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 7-9pm 有为教会及建堂的祷告会. 
3. 愛修國際領袖學院秋季班已開學本周二-四 9/11-13 講員:何志勇

琴與爐+生命讀經 7:30-9:45am, 課程 10am-4pm。 

下周二-四 9/18-20 講員: 何张沛然牧師.全部免費, 歡迎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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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40.00,US$6,000.00。 

5. 上周主日奉献: CAD$5,400.00; RMB55.00; 
建堂奉献: CAD$870.00；US$6,000.00; 

6. 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本周 QT 经文：  

9/10(一)诗 141     9/11(二)诗 142      9/12(三)诗 143 
9/13(四)诗 144     9/14(五)诗 145 9/15(六)诗 146 

7. 今晚 9/9 六點開始猶太曆 5779 新年. 

8. 因为教会是个单纯的群体，为避免造成困扰，所以会友之间不要
有金钱的借贷、不要作保、不谈政治。我们尊重及支持每一位职
场的弟兄姐妹，但希望不要主动推销产品或拉人做直销！ 

 

    温哥华爱修基督教会伯大尼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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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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团 (Pastoral Team)   

       何志勇 (Daniel) :  778-929-4989 
       陈  丽 (Lily)   :  778-840-9079 
       解晓萍 (Penny) :  604-873-6333 
 

Email :  vancouveragape@gmail.com 
地 址： 11371 No.3 Rd. Richmond BC, V7A 1X3 

 

mailto:vancouveragape@gmail.com


上周主日信息摘要 
主题:【美梦成真】     经文:【诗篇 126】  讲员：何牧师 

A. 美梦竟成真 

被掳到归回-圆梦者 

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瑟；南国-犹大国，虽经历三次被掳，（主

前 606，主前 597，主前 586 年），第三次被掳圣殿被拆毁，

但耶利米预言 70 年仍会归回。（主前 536 第一批归回重建圣

殿，主前 516 圣殿完工；主前 458 年第二批归回重建圣民；主

前 445 年第三批归回重建圣城。） 

耶和华行大事-欢呼者 【赛 44:28】 

B. 美梦怎成真  要做圆梦的欢呼者 先做代祷的撒种者 

祷告求复兴-代祷者     【尼 7:1-4】【但 9:1-3】 

流泪的撒种-撒种者     【约 12:23-25】 

梦是  神应许先知们的异象,梦是  神定义要实现的行为 ! 

在人看来，这梦不可能实现。但在那位从无造有，是不可能变成

可能的  神而言，从  神来的梦必有实现的一天。 

 

                    本周主日信息 

主题:【黑夜之歌】    经文:【诗篇 138】    讲员：何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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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日) 下周 (9 月 16 日) 

信息证道 何牧师 何牧师 

司会報告 Joanna 传道 Wendy 

敬拜主領 欣田 Gloria Du 

司琴 Rhoda Sophia 

PPT 付炯 Doris 

招待/停車 杨琳团队 杨琳团队 

中译英 Marian M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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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午 列治文 广东  

陈牧师 

 

Novina 家 604-761-6601 周一上   UBC 国语 

周三午 列治文 广东 

Mi Wah 家 604-263-7363 周日午 教  会 广东 

Jenny 家 778-838-0183 周一午 温哥华 国语  

何牧师 

 

Jane 家 

 

604-916-8186 周三晚 教  会 国语 

社青 / Young Adult 

Wenson 家 604-763-8855 周日午 教  会 国语 

Gloria 家 778-709-6869 周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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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晚 本拿比 国语  

何师母 

 

Wendy 家 778-999-5171 周六午 列治文 国语 

Marian 家 

    

778-751-7877 周五晚 教  会 英语 

青少年 /  Tee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