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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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每主日 2:00-2:30pm 守望祷告, 

周四 6-7pm 禁食祷告, 7-9pm 复兴之夜 講員: 默瑞牧師 
3.愛修國際領袖學院秋季班已開學   自由奉献, 歡迎參加！ 

琴與爐+生命讀經 7:30-9:45am, 课程 10am-12:30pm, 1:30-4pm 
本周二-四 10/23-10/25 先知团队特训班  講員: 默瑞牧師  
下周二-四 10/30-11/01 全新的神      講員: 徐立平牧师 

4.上周主日（10/14）聚会人数，成人：75；儿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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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40.00, US$6,005.00。 
6.上周主日奉献: CAD$2,582.00；建堂奉献 CAD$500.00 US5.00. 
7.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本周 QT 经文：  

10/22(一)民 19    10/23(二) 民 20    10/24(三) 民 21 
10/25(四)民 22    10/26(五) 民 23 10/27(六) 民 24 

8. 本聚会后请所有弟兄姊妹们留步，按语言, 地区团聚分享。 
9. 教会的医治事工已开始, 需要者请找 Jessica 传道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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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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公约  事奉上：要虚心、要忠心、要同心 
處事上：要守时、要守密、要守约 
财务上：不推销、不作保、不借贷 
言语上：不论断、不埋怨、不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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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军队】 经文:【民 2:1-4】           讲员：何牧师 
A. 军队的目的 -- 打仗【出 6:26, 12:41】 

以色列人面对法老追击, 亚玛力人攻击, 全靠神帮助打勝仗！ 
今天移民有生活, 工作, 親子, 婚姻, 社會等压力, 天天在打仗！ 

B. 军队的关键 -- 首领【民 2:1-3】 
旗号代表首领, 神借 “领袖” 成就祂的事.  
如: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以利亚, 彼得, 保罗, 约翰… 
神用加拿大 “宣信博士” 建立宣道會, 来宣傳 “四重福音” !  

C. 军队的形成 -- 安营【民 2:1-4】如何安营？亲族+近邻 
【徒 2:42-47】教会需要彼此相爱, 才能满足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
【民 2:4】数点百姓: 领袖要知道多少人才能打仗 !【箴 27:23】 
罗马军队是靠团队才能彼此保护! 所以不可停止聚会【来 10:25】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本周主日信息 
主题:【生死之钥】经文:【民 14:1-19, 箴 18:21】    讲员：何牧师 
分享: 1.遇到困難人容易说些什麼? 而这会帶來什麼后果？ 
     2.如何对人说神的话?对神说人的话?就有主的生命成代禱者了 
 
A. 怨言致死【民 14:1-4, 22-23, 31-37】 
 
 
 
B. 信神致生【民 14:6-10, 24, 30】 
 
 
 
C. 代禱得生【民 14:11-19, 20, 太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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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 下周 (10 月 28 日) 
信息证道 何牧师 何牧师 
司会報告 Joanna 欣田 
敬拜主領 欣田 Penny 牧师 

司琴 Sophia Jennie 
PPT 付炯 Gloria 

招待/停車 杨琳团队 杨琳团队 
中译英 Steven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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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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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