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崇拜

上週人數

下主日講員

主日獻花

粵語 (9:15am)

228

黃偉雯牧師

禮堂: Francis & Julia Wong

國語 (9:15am)

61

戴德冕牧師

副堂: Michael & Chris Tham

英語 (11:00am)
青年 (11:00am)

193
與英語聯合

兒童 (9:15am)

菲沙崙教會
Fraser Lands Church

粵語堂崇拜

Rev. Joshua Koh
Elder Tombert Chen

2017 年 6 月 18 日 – 上午 9:15

38

奉獻需知

查詢聯絡：教會辦公室 (office@fraserlands.ca) / 604-451-5449

講員 / 主禮：
蔡祝君牧師

為了配合稅局要求奉獻記錄準確，需要奉獻收據者，必須申請奉獻號碼，請電郵:
office@fraserlands.ca。教會將以電郵方式寄出網上申請表，讓會眾輸入個人資料。

主席：

如會眾不方便作網上申請，請致電教會辦公室。不需要奉獻收據者，便無須申請奉

楊麗娟姊妹

獻號碼，並不用填寫個人資料於奉獻封上。為了奉獻記錄準確，奉獻時必須清楚填
寫奉獻號碼，英文姓名及奉獻金額。支票抬頭請填寫 Fraser Lands Church。
教會同工

**電郵請用同工英文名字 eg. paul@fraserlands.ca

崇拜前，請安靜默想 / 默禱！

序樂
始禮頌

領詩：
吳洪寶琪執事
司琴：

宣召 / 祈禱
唱詩

【以感恩為祭】

黎劉嘉慧姊妹
教牧同工

內線 辦公室同工 (*半職)

內線

蔡祝君牧師 Paul Choy
黃偉雯牧師 Symon Wong

主任牧師 108
粵語事工 113

Albert Chan
Jacklyn Seto

行政主管
行政助理 (中)

102
100

司事：
湛天惠弟兄

梁碧瑤牧師 Anita Leung
余德仁傳道 Peter Yu

粵語事工
國語事工 110

Shirley Ho*

行政助理 (英)

101

關錦燕姊妹
李曾國鳳姊妹
李維均弟兄

戴德冕牧師 Teik Mien Tye 國語事工 111
Rev. Abe Chan
Rev. Joshua Koh

英語事工 109
英語事工 112

- 若需要預訂教會房間或器材,
請電郵 office@fraserlands.ca

Rev. Lawrence Kong

學生事工 105

- 若需要聯絡管理員, 請使用內線 125

Pastor Becky Lim

兒童事工 107

【心曲】

【#469 為耶穌而活】
讀經

《彼得前書 2:1-10 節》
奉獻

證道

“作聖潔的祭司”

唱詩

【#458 獻己於主】

奉獻司事：
康李小薇姊妹
楊何國亮姊妹

三一頌 / 祝福 / 差遣曲
報告

教會開放時間

影音：

默禱
殿樂

教會辦公室時間

週二至週五 9:30 am – 5:30 pm

教會晚間及週末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四 7 pm – 10 pm, 週五 5 pm – 10:30 pm,

任文城弟兄
周昭傑弟兄
湯鳳萍姊妹

週六 9 am – 10 pm, 主日 8 am – 5 pm
菲沙崙教會 3330 S.E. Marine Drive, Van, B.C. V5S 4R8
電話: 604-451-5449 | 傳真: 604-451-5424 | 網址: www.fraserlands.ca

我們的異象：信靠基督，活出主愛，心意更新，成為萬國萬民的教會

教會報告

聖樂事工

1. 禱告行動：鼓勵弟兄姊妹每週日到 Patio 為教會擴堂計劃祈禱。

週三

2. 教會拼布設計項目：教會已預備拼布的設計套包，希望你們能參與這個教會性的

兒童事工 (英語進行)

項目。請在崇拜後到大堂外攤位查詢詳情，並索取拼布的設計套包。
3. 三語聯合禁食祈禱會：於 6 月 22 日 (本週四) 晚上 6:30 在本教會副堂舉行。 隨
後有 potluck/團契時間。懇請弟兄姊妹參加，同心為教會禱告。
4. O2C 外展事工：現正籌備於 7 月 22 日舉行的社區日。當中需要大量義工，請到

查詢聯絡：梁碧瑤牧師 Rev. Anita Leung (anita@fraserlands.ca)

晚上 8:30-10:00 詩班練習
查詢聯絡：Pastor Becky Lim (becky@fraserlands.ca)

週六 晚上 7:00

Awana

主日 上午 9:15

兒童主日學

主日

上午 11:00

兒童崇拜

兒童營：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 (週五至週一) @ Columbia Bible College
義工招募：現需義工協助各兒童事工。查詢: Pastor Becky (becky@fraserlands.ca)

大堂外報名。請禱告記念此事工。歡迎會眾捐贈全新的物品作為獎品，送出全新
或八成新的兒童用品，作為社區日 "兒童物品交換" 的禮物。詳情容後公佈。
5. 台灣原住兒合唱團 (六龜山地) 加拿大巡演：於 7 月 23 日 (星期日) 晚上 7:00 在本
教會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並可到網站 www.cmchtw.org.tw 多認識他們。

學生事工 (英語進行)

查詢聯絡：Rev. Lawrence Kong (lawrence@fraserlands.ca)

主日 上午 9:15

青年主日學

週五 晚上 7:30
晚上 7:30

Fri. Knights 團契 (Gr. 7-9) Year End BBQ
Acts 團契 (Gr. 10-12)
Year End BBQ

晚上 7:30

6. 青年瓜地馬拉短宣隊 (7/28 - 8/11)：成員: Pastor Larry, Creston Fok, Daryus Lung,

Souljourners 團契 (大專)

主日

上午 11:00

青年崇拜

Bible Excursion

Elyse Tsang, Julia Kwan, Kirstin Ho, Preston Watt 及 Kimberly Chan。請禱告記念
並透過奉獻支持此事工。請在奉獻封上註明 “GSTM”，支票抬頭寫 Fraser Lands

英語青年營：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 (週四至週日) @ Capernwray Bible Centre

Church。

如果你需要收到每週最新英語青年事工報告，請到 http://eepurl.com/sRFhP 登記。

7. 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8 月 14 至 18 日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30 至中午 12:00 在本教
會舉行。歡迎 Preschool 至 Gr. 6 的兒童參加。費用: $25，現已在大堂外接受報
名，7 月 30 日截止。若會眾希望成為義工，請到詢問處報名。
粵語堂報告

成人及團契/小組事工
主日 上午 9:15

粵語崇拜

主日

週五 晚上 7:30

以諾團契 (26 歲+)

夏令營後感

週六 下午 2:00

福杯滿溢團契 (55 歲+)

* 每月第二個週六

沙崙團契 (26 歲+)

查經

晚上 7:00

1. 週三禱告會：粵語堂禱告會將會取消，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於 6 月 22 日 (本週四)
晚上 6:30 在副堂舉行的三語聯合禁食祈禱會，同心為教會禱告。
2. 主日學新學期：學科如下: 1A9 真理 101，2B7 輕鬆聖經班，4B20-1 雅歌鑒賞，
4F2 親子之道: 溝通要訣。課程簡介請參閱單張。請於崇拜後到大堂外報名或在
網上報名 www.fraserlands.ca/can。6 月 25 日 (下主日) 截止。
3. 關顧部夏季迎新會：將於 7 月 9 日 (星期日) 下午 12:45 至 3:15 在 Fireside Room
舉行。歡迎自 2017 年 1 月開始參與本教會聚會的新朋友參加。午餐費用: 新朋友
免費，其他參加者: 成人 $10，小童 (3-10 歲) $5。請於崇拜後到大堂外報名處登
記及付費。

查詢聯絡：蔡祝君牧師 Rev. Paul Choy (paul@fraserlands.ca)

週五 晚上 7:30

上午 11:00

成人主日學

(6/23)

夫婦小組 (有 12 至 24 歲子女的夫婦)
查詢聯絡: Henry & Sandra Poon (sandra.ll.chan@gmail.com)

週六 上午 9:30

健行組 (對健行/遠足有興趣)

(6/24)

由 4 月底至 8 月底，每星期六及長假期之星期一上午 9:30 出發
步行於大溫哥華區各公園湖泊及行山徑 (步行約 2-2.5 小時)
查詢聯絡: Henry Chau & Jennifer Au (flwalkinggrou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