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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詩 - 復活良辰

菲沙崙教會

1. 今日主基督復活，快來傳此信息，喜樂歡欣逾越節，是真神所設立；
主在得勝歌聲中，已經拯救萬靈，離死亡進入永生，離地升上天庭。

Fraser Lands Church

2. 求洗滌我們心靈，除淨罪孽迷蒙，讓我們清楚瞻仰復活光中聖容；
願我們聽主聲音，清朗，溫柔，平靜，低言 "願你們平安！" 使我們倍歡騰。

國語堂崇拜
2017 年 8 月 13 日 – 上午 9:15

3. 但願諸天同喜樂，但願大地高歌，但願世界與萬有，歡聲四下應和；
有形無形之萬物，齊發音樂之聲，因主基督已復生，我眾歡樂永恆。
主日崇拜

上週人數

下主日講員

主日獻花

粵語 (9:15am)

244

陳國華牧師

禮堂: Grace & Richard

國語 (9:15am)
英語 (11:00am)

60
312

戴德冕牧師
Stacey Gleddiesmith

副堂: Michael & Chris Tham

青年 (11:00am)
兒童事工

30
100

Rev. Lawrence Kong

奉獻需知

序樂
主席：
雷世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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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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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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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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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梁碧瑤牧師

**電郵請用同工英文名字 eg. paul@fraserlands.ca

教牧同工
蔡祝君牧師 Paul Choy

內線 辦公室同工 (*半職)
主任牧師 108 Albert Chan
行政主管

內線
102

黃偉雯牧師 Symon Wong

粵語事工 113

Jacklyn Seto

行政助理 (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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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詩：
盧泉山弟兄

宣召 / 祈禱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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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詩

歐韻琪姐妹

讀經
迎賓/
場會司事：
刘云鹏/
窦晓玲伉儷
奉獻司事：
劉克勤弟兄

戴德冕牧師 Teik Mien Tye 國語事工 111

始禮頌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萬國的人當肅靜，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當肅靜，當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王獻恩弟兄

《羅馬書 10:9-21 節》
奉獻

獻詩

【復活良辰】歌詞印於後頁

證道

“ 愛環‧愛還”
唱詩
三一頌 / 祝福 / 差遣曲
報告

影音：
劉鋒弟兄

默禱
殿樂

教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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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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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語外展事工：國語堂 8 月 19 日舉辦的 "歡樂一日遊" 已經報名完畢，感謝弟兄
姊妹的積極參與！請大家為當天的天氣和行程平安代禱。

1. 會友消息：Cliff So 弟兄 (Ada 師母的兒子，Libby 的丈夫) 於 8 月 9 日安息主懷。
"生命頌讚會" 於 8 月 21 日 (週一) 上午 11:00 在本教會舉行。請禱告記念家人。
2. 長老提名委員會：已於長議會選出兩位長老代表包括: Dominic (馮烔鵬) 長老及
Nicholas (黎愛民) 長老。提名會友加入委員會，請於 8 月 20 日 (主日) 中午 12:00
前以書面提出合適的會友，並遞交給長議會主席蔡祝君牧師。推薦者請先徵得被
提名者之同意，方可進行。而被提名者必須由兩位會友聯名推薦。
3. 差傳基金：7 月份奉獻 $11,258.33。奉獻累積總額為預算 17 萬的 54%。

4. 教會主日奉獻：若會眾需要奉獻封，請向迎賓/場會司事索取。
聖樂事工
週六

上午 9:00-11:00 詩班練習

兒童事工 (英語進行)
週六 晚上 7:00
主日 上午 9:15

查詢聯絡：Pastor Becky Lim (becky@fraserlands.ca)

Awana (7 月 1 日開始暑期休假，新學期於 10 月 7 日開始)
兒童主日學
主日
上午 11:00 兒童崇拜

4. 尋牧諮詢委員會 ：成立目的是 協助長議會尋找未來的主任牧師。成員包括 :
Dominic Fung 長老，Nicholas Lai 長老，Winston Lai，Lachmi Ma，Samantha

學生事工 (英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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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i，Peter Wang，Ambrose Wong，Eva Wong，Dave Yu。請為尋牧過程禱告。
5. 呼籲為內陸火災奉獻：本教會最後今天接受此特別奉獻，將透過宣道會區會 BC
Emergency Fund 幫助區內受影響的教會及會友。若弟兄姊妹有負擔，支票請填
寫 Fraser Lands Church，並在奉獻封上註明 "BCEF"。

主日 上午 9:15
週五 晚上 7:30

青年主日學
主日
上午 11:00 青年崇拜
Fri. Knights 團契 (Gr. 7-9) Counselor Appreciation Night

晚上 7:30

Acts 團契 (Gr. 10-12)

Counselor Appreciation Night

晚上 7:30

Souljourners 團契 (大專)

Worship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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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會同工聘請：有以下三個崗位: 1) 兒童事工助理，2) 設施主管，3) 設施助理。
詳情請到教會網頁 www.fraserlands.ca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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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堂報告
1. 週三禱告會：於 8 月 16 日晚上 7:30 在 U104 室舉行，請弟兄姐妹踴躍參加，同
心為教會守望和彼此代求。如有禱告事項請電郵或致電給余傳道，待週三祈禱會
代禱！(電郵: peter@fraserlands.ca，電話: 604-451-5449 內線 110)
2. 主日學房間安排：使徒行傳 (U104)，撒母耳記上下 (P104)，真理 101 (U102)。

成人及團契/小組事工

查詢聯絡：戴德冕牧師 Rev. Teik Mien Tye (tye@fraserlands.ca)

主日 上午 9:15
週五 晚上 6:45-9:00

國語崇拜
國語團契 @ Solarium

週五 上午 10:00

退休人仕小組 @ Fireside Rm

*每月第二個週五

週六 下午 3:00-6:00
週六 晚上 7:00-10:00

溫哥華小組 @ U104
鐵路鎮小組 @ M107

*每月第一個週六
*每月第二, 三, 四個週六

下週事奉人員
主席：張裕德弟兄
領詩：譚樹興/符麗萍伉儷
迎賓/場會司事：刘云鹏/窦晓玲伉儷
奉獻司事：劉克勤弟兄/王獻恩弟兄
影音：劉氫姐妹

主日 上午 11:00 成人主日學
*每月第一個週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