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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

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詩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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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路上見成長     Anthony 盧春生醫生

15 歲的孩子是一個滿有精力，對前途滿有盼望的年青伙子。今天，

教會正是這個年頭。回想自己在教會的日子，也是一個成長的經歷。

由查經班、「遍傳西北溫」開始，到教會在1997年1月正式成立，就好像嬰孩出生的過程。簡單的幾個家庭，我和道宏帶著剛從

神學院出來的單純、理想和滿腔熱誠，雖然有焦慮和疲累，但看著事工一路的擴展，實在興奮和雀躍。

當時正是移民潮的高峰，在神的預備中，西北溫頌恩堂接觸了不同類型的華人，在同聲同氣中，把福音傳給一些在香港沒有時間

聽福音、信主的人。這個教會的蜜月期，聖靈同在，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跌跌撞撞中成長。自己在摸索中，因著疏忽和經驗不

足，未能掌握和體會到身邊人的需要；在張力中，開始笨拙地學習處理分歧，努力在異中共存，在挑戰裡經歷神、被祂模造。

2002年，道宏在病中仍然帶領教會，弟兄姊妹與他們一家人走過來，經歷神的恩典和大能。過程中，心情時有起伏：焦慮、傷

心、憤怒、迷惘、失望、無奈等。與此同時，我們夫婦有機會在家庭更新協會事奉，學習到原生家庭帶來的影響，亦明白到家庭

不是法庭，家是演繹愛的地方。愛能遮掩罪、醫治、原諒。亦是個動力，讓我能克制、接受改變。投身輔導工作，讓學到的可以

活用在生活層面上。這段時間，好像抽離了教會，但卻是經歷磨鍊，為走往後的路作準備。

15年來教會的經歷塑造了她自己的文化。教會是大家屬靈的家，這個原生家庭/教會的結構，是用時間和曾經在教會、與教會接觸

過的每一個人，一點一滴的堆積成今天的景象。我們不完全，還要成長。深信我們向前走的時候，必定走在神的恩典中。教會屬

神，神愛教會，事情就是這樣簡單和深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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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神恩十五載  Clarence  陳錦華傳道

回顧西北溫頌恩堂過去15年來所走過的路，心中不期然想起被稱為聖經中「信心樂章」的希伯來書11章，其中11章6節更是全章

的主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希11:6）每想起

這句話，尤其是執筆數算神在西北溫頌恩堂15年來的恩典，心裡就湧起無限的感恩。

15年前西北溫區，仍是一個福音尚未開墾的禾場，但是在這片荒土上，西北溫

頌恩堂的十數個開堂弟兄姊妹，在牧者許道宏牧師與 Grace師母的帶領下，領

受了從神而來的異象，植根於西北溫，在有限的人力和資源下，開展了福音事

工，這是信心的實踐，也是信心的確據。西北溫頌恩堂開堂時只有十數人，微小

的開始卻從起初領受了一個大異象：「把福音傳遍西北溫」。事實上，每個參與

開堂的牧者和弟兄姊妹，都活在這張力中：「挑戰的大、能力的小」，又經歷神

話語對弟兄姊妹信心的激勵，對挑戰作出回應，不斷將委身的生命擺上，他們信

心的見證，成就了神在西北溫頌恩堂所作的大事，也回應了主耶穌基督的教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

事」（約14:12）15年來在西北溫，譜寫了一篇讚美的樂章。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摩西在回望神的恩典，及數算人生短暫的嘆息中，向神發出心底的祈禱：「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

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 90 :17）相信摩西的祈禱，也是每一個事奉神的人心裡的 

期盼。誠然，有時候我們未必知道今日所作的，是否可以永遠存留；抑或我們的生命有多長久。然而，我只知道15年來，主的

恩、主的愛，從沒有離開過西北溫頌恩堂，祂的恩手直到今天仍在帶領著我們！

二千年前，五餅二魚的神蹟，在巴勒斯坦的山頭上顯現，餵飽了五千人；二千年後的今天，五餅二魚的神蹟，再次在西北溫頌恩

堂彰顯，然而，需要神的福音去餵飽的人，又何止五千人呢？回望15年來所走過的恩典之路，讓我們重拾神交託給西北溫頌恩堂

的使命：「植根西北溫、傳揚主救恩、轉化人生命、服侍華社群」。

末了，除了要數算15年來，神在西北溫頌恩堂的恩典之外，更願每一位弟兄姊妹憑著信，祈求主帶領我們再走多個15年，求主悅

納我們的心願！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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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of Reflection and Prayer 
from Your EM Pastor                        Pastor Jeremy Kwan

Dear Friends,

It is a great joy and a privilege to celebrate with you this milestone in our church’s history – our 
15th Anniversary!  Although my own history with NSPGMBC spans only the past two years 
(or 3 years, counting my very first Titus Fellowship sharing in 2009 ! ), I have grown to love 
our church and all of you very much. From the beginning, I was struck by the warmth and 
loving hospitality of the people here, and I have since realized that this characteristic must 
have been built into the church’s “DNA” from its founding, and cultivated over many years of 
joyful practice.  What a tremendous gift and heritage to be experienced and passed on !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the beneficiary of this gift myself, in the welcome you have extended 
me, first as a Titus Fellowship guest, then as an Intern, and finally now, as your EM Pastor.

As I consider the future in light of the past,this warmth and loving hospitality towards one 
another (as well as towards all our “neighbours”)1 will remain a cornerstone for the future, as 
we live out together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urch. Truly, Jesus’ words to His disciples and to 

us represent both exhortation and challenge: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By this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John 13:34-35). Such love is only 
possible and sustainable because Christ first loved us (vs. 34), and so we come back to the Cross, as we always must. Thus, this 
is my first prayer for us as a church – that this history of warmth and loving hospitality would continue to bear much fruit, and 
reveal us to be truly disciples of our Lord Jesus.

Looking back over my time here at NSPGMBC, I have also come to greatly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gifts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of which Paul wrote about in hi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12. As I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aware of my 
own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as well as my strengths, there has been a commensurate increase in my awareness o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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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tude for) the strengths and gifts of others within this church body.  I love the imagery Paul uses to describe the church – it is 
so vivid, and so apt!  Can you imagine what a disaster it would be if your whole body consisted of an eye?!  How would you hear 
anything?  (Not to mention, walk, talk, eat, drink, breathe…! )  

Oh, how grateful I am to God that He “has placed the parts in the body, every one of them, just as he wanted them to be” (vs. 
18) !  Without the visionaries in our church, we would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without the sensitive hearers in our church, we 
wouldn’t know how our congregation is doing or feeling; without the “feet fitted with the readiness that comes from the gospel of 
peace” (Ephesians 6:15), there would be little impetus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Every part is needed, and every part has 
been placed by Go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Our church is stronger for our diversity, and I have experienced the truth of this 
firsthand, even in my relatively short time with you. And so this is my second prayer for us as a church– that recognizing the 
wonderful diversity of gifts God has granted our church, we would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and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because “there is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Ephesians 4:2-3).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nd my reflection where the Apostle Paul also ends his – with love.  He moves seamlessly from a beautiful 
depiction of a diverse, yet united church body in Chapter 12 to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ly poignant discourses on love in all of 
literature in Chapter 13.1 Corinthians 13 has been used so often as the centerpiece in countless marriage ceremonies (and with 
good reason) that if you’re like me, it’s so easy to forget that Paul wrote those words in the context of church unity and diversity!  
All of these gifts are yet meaningless – are as “nothing” (vs. 2-3) – if love is not the motivator, the engine behind their expression. 
So therefore, this is my third prayer for us as a church– that the love of Christ would be the energizing, the motivating, and the 
unifying forcebehind everything we do and everything we say and everything we are as a church.

“And now these three remain: faith, hope and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1 Corinthians 13:13). Amen.

 
Yours in Christ,

Pastor Jeremy

1Luke 10: 25-37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Matthew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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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神的祝福，我家充滿了幸福
鄺李海燕

 

我是今年復活節正式受洗加入西北溫頌恩堂的，但其實我參加教會崇拜已好幾年了，一直

以來教會弟兄姊妹的熱情、融合、團結一心都深深地觸動我。感謝他們對我們的關懷，更

感謝神對我的不離不棄，並賜下產業讓我管教。我和我的三個孩子都非常熱愛我們的教

會，就像是我們的家一樣。

感謝神讓五音不全的我愛上唱讚美詩歌，每次唱完我的心都會豁然開朗，然後精神抖擻地

聽講道，每次都有得著。於是每個星期我都盼望著回教會，我知道這是神用在我身上的方

法，於是我就在網絡上搜索崇拜詩歌，每天都在家裡播放，每天都有好心情。記得，有一

次崇拜完，小兒子Edward口中念念有詞，我留心一聽，原來他在唱“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於是我就大聲地附和著唱起來，Nikki 和 Titus 跟著也唱起來，我感動得留下眼淚來，多麼美麗的場面啊！從這天起，我們家就播

放英文崇拜詩歌了，而每次崇拜完，如果他們學到新的歌曲，他們就會讓我搜出來播放給他們聽，然後我們一家就一起跟著大聲

唱，讚美我們全能的上帝，“Blessed be your name”是Nikki的最愛，“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是Titus的最愛，“Here 
I am to worship”是Edward的最愛。是神讓我們一家用歌聲來讚美他。

參加教會這麼多年來，孩子們的信心一直深深地感動著我，無論什麼事他們都懂得向神祈求。例如，小兒子身上弄傷了有個疤痕

很久都好不了，有時候我看著心疼，就會說“兒子啊，怎麼你這疤痕都好不了的？”兩個兒子就會說“媽咪，你快點祈禱吧，你都

無天天為這事祈禱。”我聽了，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非常開心，他們知道在神是沒難成的事，一方面為自己感到慚愧，我真的沒

有像他們那樣凡事依靠神，神啊，求你來原諒我，神啊，感謝你，讓孩子時時提醒我。他們也經常問什麼是神喜歡的，什麼是神

不喜悅的。他們都懂得要做神所喜歡的事。在孩子們心裡真是“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

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約翰福音14:13 -14）

神是信實的、聽禱告的神，在暑假來臨前幾個月，我天天禱告，求神讓我在暑假回中國時將神的榮耀告知我的家人，求神讓

我的家人能在我和孩子們身上看到神。我是個不擅長言語表達的人，所以，我一直擔心我不能把神的福音帶給我的家人，但

是，就在我回來不久，我已能很自然地將神告知我的家人。我在中國的第一個主日，我還把我的婆婆帶到教會，她親眼目睹

了我三個孩子在教會的情況，那是個和我們教會絕然不同的教會，人非常多，加上天氣炎熱，沒有冷氣，只有風扇，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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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孩子們一句都聽不懂，在長達100分鐘的崇拜過程中，不能哼聲，不能亂動的情況下，Titus 和Edward 只是問了幾次 

“媽咪，幾時完啊？”每次我就答他們“Be good, then please God”然后，他們又乖乖地坐好，哈利路亞，如果不是有神的同在， 

我那活潑好動的兒子怎麼可能做到呢。我的婆婆讚嘆我們的神，雖然她沒再跟我們去崇拜，但我相信，神有神的時間。 

先生因工作的關係，很少與我們一起，但我們的一切他是知道的，是感受得到的，所以他也在去年9月決志信主了。求神繼續祝福

我們，讓我們齊用歌聲讚美我們全能的上帝“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Grace 許胡佩珊師母

 

教會五年堂慶，我想起道宏以「一個異象，兩堂承擔，三山遍傳，四季不懈，五載自立」來回應。教會十年堂慶，他以「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來提醒弟兄姊妹建立教會比樹人更艱辛，需要更大忍耐和努力，時常跟隨主的腳蹤，從神得力。

教會十五年堂慶，我們面對教會可能第三次搬遷，教會進入另一個階段，我學會了抓緊神的應許，努力的禱告，積極的協調，

靜靜的等待神的作為，神在聖經裡的話語，不斷提醒我，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利米書31:3 )。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創世記 9:13 )。「我是顧念你，憐憫你，賜力量給你的神。」(詩篇

86:16 ,新譯本)。「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1)。「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

後書12:9)。「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

利亞書4:6 )。還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 13:13)。

這段日子，我常常以雅比斯求告神的話來禱告，說：「『其願祢賜福與我，擴張

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代志上4:10 )』。我也學會了‘agree to disagree’，接納異見，卻仍然能同心 

同行。畢竟「我們都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 

當 稱 謝 進 入 祂 的 門 ； 當 讚 美 進 入 祂 的 院 。 當 感 謝 祂 ， 稱 頌 祂 的 名 。」    

(詩篇 100:3-4 )。願弟兄姊妹都緊記，神的慈愛存到永遠，神的信實直到萬代。

9



頌恩中心  心中頌
恩典神領  領神恩       Ronnie 黃勝偉

轉瞬間頌恩中心經已啟用兩年多，回顧過去的經歷，當中交錯著喜悅、盼望與及失望。

從構思至購買鑒於累積了三十萬的建堂發展基金只呆在存款裡，2009年尾建堂 

委員會向執事會建議考慮善用該筆款項，如購置寫字樓等。言猶在耳，便察覺到位於

北溫市中心有寫字樓物業正放盤出售。純屬巧合？

經禱告及執事會作出初步評估後，開始草擬購置建議書，一則省卻寫字樓租金，二則提供團契聚會之用，三則免卻BCC之限制並

可自由舉辦各項中小型活動，方便接觸社群，盼望成為教會服侍鄰舍的突破。上下同心再三禱告，特別會友大會以極大比數通過

該決議案，信心認獻達標完成。當中看到兄姊之同心與慷概，移居他方及仍未入會之兄姊認獻更令人雀躍。除覓得總會批准外，

市府亦批准該物業作為「多用途中心」，其「容納限額」為 50人。

此乃全屬神的恩典，感謝祂的引領。

從裝修至啟用 經裝修委員會悉心策劃，聘用專業公司繪製圖則，獲得市府頒發有關建築許可證，命名為「頌恩中心」之工程

順利展開。當距離啟用不足兩星期，市府之檢查亦陸續完成，準備發出「入伙許可證」之際，竟然收到通知，現有之圖則設計未

能符合有關建築條例，將已經批准之限額從50人減為17人；除非加建緊急出口、洗手間及防火牆等。

這件事怎會發生？誰的錯？誰的責任？是聘用的專業公司嗎？是市府嗎？為何在最後一刻才通知如此規限？當然，作為整個發展

項目的策劃，責無旁貸，極度沮喪。

當四出尋找專業意見，希望跟市府協商增加限額時，神賜下一位來自其他教會的弟兄，作出專業評估。可惜結論是基於種種 

原因，實在不宜再花錢加建。神是否已經關掉了這一道門？事與願違，大家同樣感到失望，可能也曾想過：

究竟購置頌恩中心是否真的神心意？ 為何容讓這事發生？

祂從未應許天色常藍，莫非這就是試煉？教大家如何面對困難？

又莫非這限額對目前的境況更為合適？好好利用有限的資源，彰顯神無限的能力？

失望之際，想不到神透過彼得團之團歌：「遇困難時莫氣餒，遇困境永無言敗，力挽狂瀾又再攀高峰，事奉我主極願意力行」

成為今次的勉勵，好不容易才釋放過來，感謝祂對我的安慰，讓我領受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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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啟用至現今除個別團契聚會，外展事工「婦女新天地」及「攝影會」蒙神引領，兄姊積極參與支持。在過去兩年，藉此接觸

一些未認識祂的朋友。若論眼前成果，難免感到「強差人意」？

其實人意還是神的心意更為重要？祂有祂的時間計劃，祂喜悅忠心盡力，就算只能播下福音種子，其餘的留待祂吧！

深信頌恩中心是神的恩典，神的帶領；是配得我們衷心讚頌感恩，願意我們同心領受這恩典！繼續忠心盡力作回應！

Celebrating NSPGMBC’s 15th Anniversary   Matthew Kan

North Shore has been the beautiful place I have called home for the past 13 years. Tucked away on the hillside is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a church I have also learned to call my second home, knowing that I am safe and protected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 the love of Jesus. A casual onlooker might see this church as just another casual building 
sitting on a quiet suburban street, yet I know this church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each person’s 
heart because of the many experiences obtained over the vast amount of time spent together. 
Reminiscing back to when I first attended this church at the age of 5, I was probably known as one 
of the big trouble makers downstairs in Children’s worship. I remember running all over the place 
with childhood friends, hiding in forbidden places and getting in trouble after we were caught. Can I 
say “Oops?” These memories will last me a lifetime and I am honestly so thankful to have grown up 
in a church setting at such an early stage in my life. I know coming to church and learning to rely on 
Jesus has definitely brought me through personal tough times and help me face many decisions I 
couldn’t resolve based on my own strength alone. 

As the years rolled by in the blink of an eye, many of us trouble makers slowly matured into young 
adolescents as we entered the new world of high school. This new chapter brought along many new 
difficulties, yet with the power and support of the church cheering me on from the sidelines, I knew 
I could face any adversity. Five years later, that chapter is closed and a new university life begins. 
Times will not be easy, people will hate us for being Christians, and the world will despise our kind; 
however, as a church family we should remember this, “But those who trust in the LORD will find 
new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high on wings like eagles.” ( Isaiah 40:31)



圈中情    MeeMee  陳林美美 與 Ernest 陳俊雄

為教會十五週年堂慶感恩，我感恩能在其中參與了十四年多，猶記得1998年夏

天，我剛移民溫哥華，偶然從真理報見到頌恩堂，由那時起我就成為這個家的一

份子。而今次我最想寫的是西北温頌恩堂“食的文化”。

當年崇拜是星期六晚上舉行，人數不多，大約有三四十人。但弟兄姊妹非常熱情,

見我新移民，人生路不熟，由接送，至生活上各種需要，都提供幫助，給我主內

一家的感覺，到今天仍為此感恩。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弟兄姊妹約會，是BBQ，當

時於 Susan Tsui 家，數十人在她家中，大家忙出忙入，嘻嘻哈哈，食物不停在我

眼前轉來轉去，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Andy竟然在他家旁邊的小溪內，取出兩

個冰凍西瓜，對於一個新移民的我，每一幕都感新鮮好奇。

而第一次參加教會聚會，是在 Catherine Leung 的家中，又是幾十人一齊。當天是看電影，片名是「人間有情」。當然美食也是少

不了。簡單的節目，卻是温馨的聚會，讓各人的情誼就從那時的一點一滴積聚起來。初期七、八年，頌恩堂有件事情非常出名，

就是崇拜後之茶點，每星期各弟兄姊妹用心做出各款美食，好多熟悉本堂的講員，都曾稱讚茶點之豐富，每星期都有不同的驚

喜。因此，我亦從那時開始學會焗疍糕、疍撻、諸如此類 ... 教會經過數次搬遷，來到BCC之後，曾經一年一次，由我們教會各人

負責食物，邀請BCC 全體教友，於教會聚餐，BCC人數約300人，雖然我們區區數十人，差不多每人都需準傋兩大盆食物，但弟

兄姊妹卻踴躍參與，臉上散發出同心的喜樂，齊心合力完成事情。

數年前我患病，到如今得醫治，神賜給我莫大的恩典，亦安排弟兄姊妹作我的天使，幫助我一家，由代禱，安慰，陪伴，甚至全

家飲食湯水，一應俱全。(所以我家一大兩小才不致餓死！)神的愛真是無微不至。總括我的體會，西北温頌恩堂是一間蒙福的教

會，弟兄姊妹們，我可以用可愛活潑來形容，大家一呼百應，同心合一。我感謝神揀選西北温頌恩堂作我的教會，我感謝神讓我

與各弟兄姊妹一同成長，一同事奉，願更多人來到我們當中，親身的體會此份從神而來的這份情，這份愛。亦把這份情，這份愛

散發出去。

 
願神不住的賜恩給西北温頌恩堂的弟兄姊妹，燃點各人的靈火，將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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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樣為教會十五週年堂慶感恩，神讓我在這裡事奉多年，神的恩典多過我所想，神回應每一個禱告。感謝神！

這教會是從禱告開始，而這教會亦有著優良的禱告傳統，神亦恩待教會，每一次的禱告都能搖動神大能的手，叫弟兄姊妹一

同經歷神的大能。另一個傳统是弟兄姊妹都努力學習，追求神的道，有BSF，明道社，生命之道，建道神學課程，門訓，主日

學... 等，林林總總。願神繼續賜下火熱的心給各弟兄姊妹。還有一個傳統不能不提，就是愛弟兄姊妹的心，當教會中有人有需要

的時候，弟兄姊妹都甘心樂意地服侍，包括代求、探訪、慰問、接待，這一切我都是那位受惠者，在此感謝每一位西北温頌恩堂

的弟兄姊妹，亦要感謝每一位牧者，特別是許道宏牧師和師母及盧春生醫生和Mary，他們在我遇困境的時候都細心關懐、教導、 

鼓勵，甚至一同流淚。求主的愛不住地充滿衪所愛的教會 ＿＿ 西北温頌恩堂。

回望十五年  黃國祺

四月初曾患流感一星期，要服醫生開方，服药後整天瞌睡,雖痊愈後一整月，仍有後

遺，極度疲倦，不願作任何事。不要說讀經靈修，就是每天禱告也要改變和簡化。

回想過去數年前間歇從Pauline收到給許牧師代電郵的信息，雖是在醫院病床的靈

修也是感人難能可貴，比較自己現在僅一星期小恙，竟如此頹廢，實在慚愧。

回想十五年前由盧醫生和吳醫生两家人，向北堂提出植堂，由許牧師帶領約十五人

開始在西北温聚會祟拜，而我自己因要走两堂吃不消，於三個月後退出。現今十五

年後重回西北温堂聚會，眼見衆多弟兄姊妹熱心事奉，靈命成長，實感當年退出，後悔不矣， 失去了十五年寶貴的成長機會，雖

然當年植堂時十多家人中只有四家人仍留下事奉，其餘都是新來，後期加入的，這是好現象。早年耶路撒冷教會，主不也是要他

們分散作工嗎。還記得許牧師患病初期，師母要照顧家庭兒女，還不斷為許牧師傳遞給團契和弟兄姊妹信息，觀諸眼前衆弟兄姊

妹之靈命成長，許牧師夫婦之多年來勞心勞力沒有白費。當然盧醫生夫婦從開始有植堂異象至今十五年後的今天，仍敖敖不倦,，

雖曾勞苦致心臟病，仍繼續熱心事奉 ，實勞苦功高，感謝神。

 

四月廿九日陳偉成弟兄追憶教會過去十五年曾經歷四次，因租約而狠狽尋覓新崇拜地方，但都蒙神帶領順利解决，並鼓勵各人當

剛強壯胆，因有主同在。過去十五年當然有不少風雨困難，特別在未有主任牧師期中，實在難為了盧醫生夫婦及歷屆執事部長剛

强壯胆苦撑渡過。感謝主，讚美主，盼望我們全教會都能繼續剛強壯胆與神同工，帶領更多人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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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Anniversary    Michael & Eva Wong

Depending on which definition you choose, I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thirty, fifteen or three 
years. It is thirty because I am a second generation Christian. It is fifteen because I professed 
my faith in Christ fifteen years ago. It is three because I have truly cared about spreading 
the Gospel for three year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you may be surprised why we, 
Evangelicals,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I am surprised too. 

As long as one is labeled Christian using one of the definitions above, the standard protocol 
is to fill up church serving positions based on one’s skill. Although a lot of Christians become 
backbenchers, a few Christians take up serving positions. Some may enjoy hosting all kind 
of events such as coffee house, praise and worship, and season retreat. I define this group 
as eventful Christians (i.e., Martha in Luke 10:38-42).

Let’s take a look at my Eventful Christian SWOT analysis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Strength:

Similar to Martha, eventful Christians are in general skilled, responsible and hard working. Without the committed brothers and 
sisters, day-to-day church functions would not be sustainable. No Christians want to attend a Sunday service without the chair, 
singsperation team, AV and the speaker.

Weakness:

Eventful Christians are the busiest people in church. For one whole year, Eva and I were the first (& 2nd) person to arrive at church 
and the last couple to leave. Interaction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mainly task related. There was some caring at the daily living 
level but not at the spiritual level. Bringing newcomers were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long schedule in church and busy eventful life 
in a Christian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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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Events ar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bring newcomers to meet Jesus. If we can truly believe that the Gospel 
is the Good News and making Christ-followers is not our work, but it’s the Holy Spirit, then fear of rejection (which turns into a lot 
of excuses) will be gone. 

Threat:

Eventful Christians are so focused on event rundown, that it is easy to lose sigh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y often end up 
spending the majority of the time organizing events, and no time for spreading the Gospel. A tiny step at a time, the church may 
be shifting from being Gospel-centered to event-centered.

There is still Hope:

Even the first century Christians had their own problems, and yet Christianity still exists after 2000 years. How many religions lasted 
that long? The simple solution would be if we call ourselves evangelical, be evangelicals! Love not only people we know in church, 
but also people we do not know (i.e.,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in Luke 10). Start to care about brothers’ and sisters’ 
spiritual life, not just daily life. Maybe people who serve with you have a spiritual crisis and you know nothing about it. When we talk 
about evangelical, try not to compare with Pentecostals and mock their speech of tongue. When we serve in church, remember 
the focus is always God’s approval, not man’s approval, but we love God by loving each other (Matthew 22:37-38). So when we 
have conflict among ourselves, talk to the group/person directly, do not gossip and ignore each other (Ephesians 4:25-32 and 
John 13:34-35). These are the simple things we know for a long time but we seldom do. If we take good care of the body of Christ, 
the church (which means us!), God will like it and God will add people to us daily (Acts 2:42-47). A lot of church problems such as 
fear of not enough people to serve and fear of the church shrinking would be solved. The church will not just last for another 15 
years but 2000 years and more! I truly think that God-centered is the solution, not event-centered.

So, remembering the Gospel-centered evangelical desire that first started our church 15 years ago, let us continue seeking to be 
a God-centered church, to make Christ and His Gospel known in the North Shore with even greater fervour and dev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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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dly Sharing    Grace Chan

People claim to love a lot of things. We love puppies, we love hockey, and we love cheese. However, one thing that is true is how 
the things we love today may not be the things we love forever. This is because it is natural for peop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to 
develop new interests, to gain new experiences, and to try new hobbies in life. But while these changes should happen, we are 
reminded to never desert our love for Jesus Christ. Ten years ago, I testified in front of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 was in a relationship 
with my Lord. In my mind, the meaning behind this proclamation was to show others that I was willing and ready to stay in a 
committed, honest and obedient relationship with Him. As I celebrate my ten year anniversary with Christ, I also rejoice in the 15 
year relationship that I have had with my church and my friends. I am forever overwhelmed by God’s blessing to me and for the 
special bond I have created with my church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I wan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have the chance to profess 
their love as well and to use their words to inspire others to follow our one and only Yahweh. 

“NSPGMBC to me is my second home. From taking my first steps to having the best of friends, this church has been a great 
blessing to me. God is love” Emma Choo

“I’ve experienced enough great memories from NSPGMBC to last a lifetime, but the ones that stand out from the rest are the 
Whistler trips with the English Ministry and Joe!” Morris Choo

“Church is a place where I feel at home, safe and loved. A foundation for life and a fountain of joy shared with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NSPGMBC is a family.” Matthew Kan

“Growing up at NSPGMBC is a blessing to me and my two treasured memories have been the “Offer your best to the Lord” talent 
show and Christmas Caroling. The talent show was amazing and I am happy to be a part of such a fun night which brought the 
English Ministry closer together. With the second, I remember practicing for endless hours with Auntie Ada before we sang at the 
senior homes. The joy we brought to them is unforgettable.” Crystal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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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best moments I had with my church is our trip to Squamish 
in the summer. Staying up late at night to play intense rounds of the 
game taboo will forever be a highlight to me.” Derek Chan

“If I ever ha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space-time the continuum, I would 
travel back in time and re-experience the EM Whistler retreats all over 
again. Staying up until 4am, biking in the forest, hanging out at the 
village, watching the Joy Luck Club…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and on. 
Thanks for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Michael Wong

“There have been too many good memories to count in my years going 
to church. But my favorite memory has to be Pioneer Club. I joined the 
fellowship when I was little, but I especially loved learning and singing 
songs like Jesus Loves Me, He Gives me Oil in my Lamp to keep me 
burning and I Got the Love of Jesus in my Heart. My all time favorite

though? I am a C-H-R-I-S-T-I-A-N!” Angel Chen

“Growing up in church has made me realize how important my family in God is. They are the strongest relationships I have ever 
built and the ones that have lasted the longest, the ones that have shaped me into the follower that I am and have made me ever 
hungry for God.” Dora Leung

“The thing that stands out to me the most in our congregation is everyone’s adapt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new: from 
various leaders coming and going to the regular addition of new members, the EM’s always taken things in stride and grown 
stronger with every new advancement.” Phoebe Ng

“Even though this may not seem like much, my best time at the church was going out for lunch at sushi town with everyone from 
service. Between the bites of sashimi, we would always have great conversations that encouraged each other about good and 
being a Christian among a world of unbelievers.” Isabelle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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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轉   Susan 盧陳瑞嬋

不經不覺來了溫哥華六年時間，旁人問我信主後有什麼改變，可以確確實實的回答：人只要回轉，承認自己

的罪，承認天父上帝是獨一真神，並以耶穌為救主，上帝便會奇妙地施行祂的計劃在你身上。正因為有神的

引領，作我路上明燈，我的人生下半場便徹徹底底的改變了， 當中過程，確確實實不斷的經歷神。

首先略述來溫哥華的原因，只是想把多年的情緒病治好。我患病已有五，六年時間，香港生活緊張，工作壓

力大，加上負資產，思想便變得負面，最後患病也不知。於是為了身體著想，便來溫哥華與父母家人團聚。

奇妙的，當我來了溫哥華，思想還未清晰，未有去想尋一所合適教會時，上帝便差派了教會的姊妹﹣張太

（May）及其女兒（Ruth)，(她們是我的好鄰居)不辭勞苦接載我到西北溫頌恩堂教會崇拜。在這段期間，

我得到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懷，精神上的鼓勵與扶持，帶領我認識教會眾弟兄姊妹，在此我確實尋到回家的感

覺，十分之感激她們。有了教會生活，我便向上帝尋求工作出路。奇妙地，上帝開了一條牙科的路給我，這

與我在港的銀行工作來過三百六十度轉變。當中感恩的是，同事和醫生全是基督徒，這樣的安排，是意想不

到的。有了工作，當然高興。但亦使我憂慮，因為身體還須依靠藥物，才可穩定工作。要在短時間內學習新

知識對我來說，非易事。於是，當吃完在港醫生給我的藥物，我就同神禱告，是否要繼續吃藥，完全掌管在

神的手中，神的旨意，請展示在醫生口中。結果醫生建議我不要吃藥，就這樣，我把自己的身體，每天都交

給主，求主看顧和保守。在牙科診所走過的日子，就是每天都汗流，每天都面對壓力，而在學習的過程中，

流淚亦是必然的。就如詩篇八十章第五節：「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吃」；以賽亞書三十章第二十節：「以艱難給你當餅」。神就是

用這個職場去磨練我，給我一位好醫生當老師。縱使困難重重，有神的恩典，加上教會姊妹的禱告，每天都有力去行。我的身體

一天好過一天，思想亦變得積極。工作整整一年過了，沒吃過一顆藥，身體出奇地痊癒了。不得不讚美主！

其後，當身體復原時，蒙神的慈愛，丈夫能順利申請來溫哥華與我團聚。在2008年3月，我正式受洗，歸入主名下。亦蒙神的恩

典，同年十一月，神賜給我們一個活潑的女兒。

神的慈愛永沒完，問題在於人們接受與否。回想起在香港時，縱使相信神，但原來仍作自己生命的主，口裡就相信，心卻做不

到。以致到了加國，神把我的心軟化，開始思想與神的關係，亦明白與神和好的重要，將主權交還給祂同時又願意跟隨主的旨意

行時，一切都可以改變，恩典亦可臨到身上。縱使信主後的路途不是平坦，但有神的同行，就不再孤軍作戰。感謝神，將一切榮

耀都歸給萬軍之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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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林養的故事    Simmy 口述 Mary 筆錄

Simmy是廣東新會人。童年生活並不愉快，常被母親打罵，曾經離家出走3次，每次被母親尋回家，都被打到像生蝦般跳。21歲

經香港移民到域多利，投靠父親和繼母。到埗後不久，要參加飲宴，繼母替她買了一件開胸的晚服，令她覺得十分尷尬和為難。

後來事情解決了，但與繼母經常因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想法而帶來磨擦。期間在父母的餐館工作，沒有工資。但繼母卻總是嫌她未

能獨立生活，像加拿大的青年人，到18歲就離家自主。終於在一次衝突中，繼母開口趕她走，Simmy卻是求之不得，立刻離家。

當日Simmy口袋裡有3塊錢，以當時14仙一條麵包，還可以撐一會。結果找到時薪35仙的工作、月租17元的住宿，總算應付了

當前的生活。往後就是勤力工作。曾在食品工場剝蝦殼，在趕貨時工作到零晨 2、3時，一星期可賺工資10多元，可以交租之餘，

有錢買日用品。又曾在製衣廠上拉鍊，從時薪50仙開始，爭取到以件數計工資，因勤力快手，在150人中賺取最高的工資，這樣

工作了15年。

結婚後，與丈夫以釣魚、打獵為樂。領養兩個女兒之後，在家相夫教女，仍然勤儉持家，獵得的肉、釣的魚、後園種的菜，都足

以自給自足。結婚15年，丈夫心臟病去世後，返回工廠工作，直至退休。期間有朋友送兩女兒去教會，她自己反正沒事做，也

跟著去。但那是英語教會，獨自坐到後排，聽不懂；聖經也不知從那裡入門。有一次在崇拜聽的講道，回家無意中翻到路加福音

15章那個浪子的故事，就是在崇拜中聽到的，便興趣大增。及後，有人帶她往華人神召會，聽得懂之餘，也買了中文聖經，養成

習慣，除了早晚外，有空就讀聖經。尤其喜歡讀舊約人物如約瑟，往往被故事情節吸引至不能釋手。在工作，家庭中，每有煩擾

的時候就讀聖經，可以把事情放下，不再去想它。後來更在神召會受洗。之後，得悉北岸有華人教會。打聽後，接觸到許道宏牧

師。回到教會，竟然遇上製衣廠的舊同事：陳偉成弟兄曾在同一工廠作暑期工。從那時開始，從不間斷主日的崇拜。

Simmy今年83 歲，回頭看一路走來的路，感謝神的看顧和預備：神給了她一雙靈活的手，做工勤快，賺取工資；又給她堅強的 

意志，用十隻手指，不嫌工資太低，專心做工；給她正面的態度，總相信自己勤勞工作，總不會餓死，但求有餐飯食，有塊布做

件衫。看到神一路都有預備和帶領。雖然帶著坎坷的一生，在她身上卻找不到埋怨和自憐，佩服她「神給甚麼就甚麼」的信心。

安然的活在當下： 

 

生活簡樸、有規律，家中的聖經就是她的必須品，亦是唯一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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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主恩十五載     Elissa 麥何美玲

在過去十多個年頭在西北溫頌恩堂聚會，我經歷了神所賜這個群體的恩典，希望在這慶祝教會十五週年的機會，讓我嘗試去數算上

帝對我們在十五方面的祝福：

1. 我們當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上帝，但神也顧及我們的需要，賜給我們一座很適合的教堂，使我們可以在粵語、國語及英語的崇 

 拜得到妥善的安排，神的供應真的無微不至。

2. 有不少教會的訪客或初到教會的朋友，都有提及西北溫頌恩堂的弟兄姊妹充滿溫馨的笑容及親切的態度，感謝神賜給我們這 

 一個愛的群體。

3. 從植堂的許道宏牧師，至劉傑文牧師以至現任的陳錦華傳道，神所差遣的僕人都是忠心耿耿地無怨無悔，積極的服侍教會， 

 我為這些牧者獻上感恩。

4. 西北溫頌恩堂不單是一個愛的群體，更是一個禱告的群體，無論肢體中遇到大小的難關，上帝總是藉著禱告將我們的心拉近 

 祂，亦使我們彼此代求，可以更同心彰顯弟兄姊妹的愛。

5. 在過去十多年參加哈拿團契的生活，神使我親身體驗祂對我們這群在職婦女的恩典，我們一齊分享及分擔不少的歡笑與眼淚， 

 彼此建立。神亦給我們機會曾為「蓮活之家」籌款，讓我們親身看見神的作為，及學習去關心和服侍教會以外的社群。

6. 雖然我們的力量微少，我們卻看到神愛小孩子的恩情，從兒童事工，我見証到主不斷賜與忠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在這麼多個 

 年頭，雖有「嘔心瀝血」的時刻，但目睹一群又一群的兒童，不斷成長，有些更開始參與事奉，怎能不說感謝神！

7. 最初參與敬拜小組，是因為很喜歡唱詩讚美神。但神真的恩上加恩，使我藉著詩歌，造就了我個人靈命的成長。詩歌的信  

 息，給我不少的訓勉和鼓勵。更學習到隊工的配合，互相建立，共同成長。

8. 感謝主使頌恩中心成為外展的平台。雖然當中經歷不少的困難，但我深信我們撒出去的種子，絕不徒然，有一天必會

 欣然收割。

9. 一群忠心的領袖及執事，一直支持著教會的運作，不辭勞苦去侍奉弟兄姊妹。特別在一段無牧師的日子，任勞任怨，心中對 

 他們十分敬佩，我為他們的忠心及持守而感恩。

10. 弟兄姊妹的成長，真的少不了基教部一群的忠僕不斷為我們獻上學習的機會。這些豐富的屬靈筵席，令教會真的得益良多。 

 從主日學、講座以及夏令會，處處安排妥當，為我們送上多少個祝福！盼望我們上下一心，努力成長，成為主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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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神為英語事工賜下一個又一個的神蹟，看到青少年人的成長，有一部份更積極參與事奉，心中的感恩和喜樂，真的難以形容！ 

 我亦為多位弟兄姊妹滿有忍耐和愛心去扶育這些青年人而感恩，這真的是對永恒的投資。願主繼續祝福英語堂今後的發展。

12. 教會一群長青的肢體是我們的榜樣。看見他們對神單純的信心，真的得到不少的鼓勵。星期四查經班成為了我母親的祝福， 

 不單影響她靈命的成長，更給她的廚藝有一展所長的機會，為她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13. 雖然我們的資源有限，但教會一直無忘差傳的負擔，去支持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更讓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差傳的事奉，使我們 

 成為神恩典的出口。

14. 最初國語事工獨立的時候，我是有點擔憂會否對教會整體有負面的影響。但一直見証到過去數年神所賜的恩典，使這群弟兄 

 姊妹不斷成長，真的為他們感恩。神的恩典是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15. 整體來說，西北溫頌恩堂的弟兄姊妹都是活潑的一群，可以說是「玩得、做得、食得、講得」的表表者。雖然我們有很多不 

 完美的地方，但深信我們若是彼此顧惜，互相建立，神的名必因為我們得荣耀！

 最後希望用腓立比書 2 :1-2 節作為對主內的肢體彼此的勉勵。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

  愛心有甚麼安慰，

  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求主繼續在往後的日子，使西北溫頌恩堂能為主作光作鹽，叫別人看見我們 

的見証，便將荣耀歸給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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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 十五年了  Gwennie 蕭鈞如

教會十五週年，亦代表不經不覺，我已經在西北溫十五年了。  

小時候常常看見教堂的莊嚴，美麗，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見識到。就在十五年前某一個星期六，

媽媽告訴我們一家一起出席教會的活動，我感到我的夢想終於實現。懷著期待的心，我第一

次來到西北溫頌恩堂聚會。很可惜，我的美夢沒有實現，因為，我去的聚會地方，居然是

Delbrook Recreation Centre。沒有莊嚴，漂亮的禮堂，失望至極。但是神很奇妙，竟然在那

一次，我接受他成為我的救主。 

十五年裡，令我感受最深，應該是音樂事奉了吧。 

 

十年前，Auntie Mary 透過我媽媽邀請我當司琴，我一聽到，就一口拒絕。我覺得我彈鋼琴一點都不好聽，我也十分害怕別人的

眼光。要我在那麼多人的面前彈琴，簡直是一大的酷刑。但是媽媽居然說我學了那麼多年的鋼琴一點貢獻都沒有，簡直是浪費她

的金錢和時間。在不忿氣地下，我迫於無奈地接受 Auntie Mary 的邀請，當了西北溫頌恩堂的司琴。  

最初，在崇拜中彈鋼琴，我覺得是一個表演，我不知道它的意義，只知道我要向我媽媽交差。但是，在不知不覺中，這份事奉工

作竟然令我感到一份莫名其妙的喜樂。而且，我發現，我本來不太能做到的事，好像對節奏的感應和樂理的理解，通過司琴，一

切都變得比以前簡單。我就慢慢理解，這不是靠我的努力，是神透過事奉而賜給我的。在事奉裡，我也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因為

我工作的關係，下班的時間常常不定，很多時，我不知道究竟能不能趕到晚上跟小組一起練習的時間。但神知道我的難處，很多

時候，很奇怪，本來要加班的工作，竟然在下班的時候完成，或是延了期，令我可以按著原來約好的時間與小組練習。這一切都

是神為我開路，令我感到，若是做神所愛的事，他一定成就。  

很多人常常問我，有時候連續幾個禮拜要當司琴是不是很慘？現在回想，不慘！！！因為我得的比我付出的更多。因為若沒有這個

事奉的平台，我必定失去很多經歷神的機會。這豈不是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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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雲彩    Mary 盧黃美香

教會裡的長者人數不多，姊妹佔大多數，但他們的查經班和主日學的出席人數卻十分穩定。多年來，星期四早上的查經班，是他

們在一週裡十分期待的一天。大家一同閒話家常、查考聖經、分享愛筵。在大家的閒話家常裡，不單只分享每人當前的生活，

更能聽到他們每人背後的人生故事。有經歷戰亂、在走難中成長的；有年青時經歷喪夫之痛，努力靠一雙手養大子女，培育成材

的；有在懷孕差不多到生產時，還要在地盤搭掤架的；有遠赴英國進深護士工作的；也有從來沒有機會讀書的。知道了各人的故

事，就不難明白各人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的態度。無論大家有多少的不一樣，但讀聖經時大家都是認真的。他們常常自嘲：「我無

記性，讀極都唔識、唔記得。」所以往往有用筆圈著、劃著、讀時用手指跟著等等方法。這樣的態度，真是我們的好榜樣！

他們唱詩歌時，也很用心學習。在不知不覺中，歌詞裡的教導，成為生活的信念。有姊妹在手術過程裡，記得歌詞，從中得到鼓

勵、建立信心；探病時，大家在醫院裡一起唱詩歌，大家都得安慰。他們的歌聲叫聽者難忘，不是因為音調或節奏準確，而是深

深感受到他們出自真誠的相信。查經之後更一起用膳，分享大家的廚房心得。年輕一些的姊妹更能從中學習，增添不少生活情趣。

尤其是過年過節，我們往往從他們的手裡，吃到從

前吃過的、今天自己又不會做的應節食品，滿足了

口腹，也帶來溫馨的回憶。

Thursdays with Jesus 團契與長者團契同時同地

點進行，弟兄姊妹負責接送長者們，解決了交通問

題，更讓弟兄姊妹有機會學習服侍別人。恆常的聯

絡溝通、依時接送，都是大家學習事奉的好機會。

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於北岸的美善圖畫中，大家把自

己不同的恩賜擺上，彼此服侍，讓大家感受到教會

一家的喜樂。長者們縱然經歷人生種種困難，能夠

在晚年認識神、依靠主，生命有盼望，喜樂地過日

子，成為別人身邊的雲彩（希伯來書12:1），實在

是恩典、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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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溫植堂點滴 - 見證神大能的作為   Ron 羅明康

轉眼間十五年過去， 還記得1997年在母堂的「奉獻團契」 聚會，余志鴻傳道向我們提出西北温植堂計劃，需要大量的人手，他邀

請團友參與植堂的工作。那時西北溫對我來說是個遙遠的地方，但是今天卻成為我的家。

每個週六晚上，「新」教會在Delbrook Community Centre舉行崇拜，人數 

很少。母堂為了令西北温的華人認識教會，在1997年6月尾舉辦「遍傳西北温」 

行動。我們用盡各樣的方法去找尋北岸華人的資料。有數十位母堂弟兄姊妹，加

上北岸的基督徒，在一週內挨家挨戶拍門，派單張，邀請他們返教會。在遍傳的

行動中，我們一共拍了近一千戶的門，令教會的聚會人數倍增。在神的保守下，

道宏答應成為植堂牧者，加上盧醫生作義務傳道，教會雛形漸成。而參加人數

逐漸增加，我們也註冊成為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1998年我們搬到 Cedardale 
Education Centre 崇拜，大家都以為可以安定下來，終於進入了「迦南地」。

但不到半年，我們被迫遷，還要在卅日內搬走。全教會上下一同禱告，神為我們

預備了Delbrook Baptist Church (Bridge Community Church)，他們願意租

借教會給我們，頌恩堂終於安頓在西北溫。教會成立的初期，正是「太空人」時

代，參加教會多是姊妹，我們在祈禱中，向神求「男人」，神垂聽我們的禱告，

賜給我們很多弟兄和家庭。

2002年教會自立。但是好景不常，許道宏牧師發現患上柏金遜病。不到兩年就 

退下來，教會的發展好像慢下來。但是神的工作沒有停止，教會開展國語事工，

張家洲弟兄和蔡光耀弟兄一同承擔牧養工作。神賜恩給我們 - 能夠植新堂 -  

西北溫基督教國語頌恩堂。植堂十五年，我見證神奇妙的作為，也經歷衪豐盛的

慈愛。每次困難，每次禱告，都讓我們經歷衪的恩典。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詩九十篇十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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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o my God    Joann Woo

I am thankful to the Lord Jesus for the past 15 years of church 
life at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where I attended my first ever 
bible study (fellowshipping ever since), where I got baptized. 
I sang in their choir, helped at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and 
worship; participated, for a short while, in a Mandarin bible 
study and much later served in the youth band…all the while 
serving at the Mission Department.

In time, I have come to know more about people, more about God and ultimately more about myself because I was willing to 
engage myself in Church life, not because I was able.  In fact, so real are my weaknesses and inadequacies that what has been 
done is certainly of God and from God.  (This Summer at the last Regeneration worship at Coastal Church, the message was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serve, to engage despite issues in our lives.)

I am thankful to those who have mentored me; walked with me; encouraged me and supported me despite my many issues,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my ups and downs in life.  You have left room for me to grow.  Know that you have lived out Christ in you.

This Psalm (131) of David has recently touched my heart:

My heart is not proud, Lord, my eyes are not haughty.  I do not concern myself with great matters or things too wonderful for me.  
But I have calmed myself and quieted my ambitions.  I am like a weaned child with its mother; like a weaned child I am content.  
Put your hope in the Lord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The church is where we are given the apparatus to grow as God’s words are taught, and as lives are shared; we will come face to 
face with who we really are and who God really is.  May He continue to reveal Himself through the work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us, 
and may this church continue to reflect His Glory as we continue to worship Him!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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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回
顧 2007-2012

2007
4月 - 受浸兄姊：楊楊，陳淑娟，劉佩兒，梁安琪， 

  宋殿亮，楊雪梅，楊萬金

 - 詹維明及跨越青年使團同工主領「跨代相  

  連跨代隔」

5月 - 麥漢勳牧師於西三一大學主領春令退修會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 張瑪莉午餐分享會於 Hollyburn Country Club 
  舉行

6月 - Focus on the Family 及 RCMP 合辦  

  “How to Drug Proof Your Kids”

 - 牧者及領袖參加 OnTrack 舉辦之領袖高峰會

9月 - 10週年堂慶音樂劇「陪著你走」

10月 - 10週年堂慶聚餐於第一樓酒家舉行

11月 - 梁永善牧師主領多堂聚會

12月 - 李啟耀傳道夫婦誕下千金

2008
2月 - 張瑪莉新春福音聯歡晚會於悅海酒樓舉行

3月 - 受浸兄姊：黃梓沛，黃李穎蓮， 盧陳瑞嬋， 

  鄔周志運，廖胜群

4月 - 緊急應變講座

6月 - 啟發課程開始

8月 - 溫哥華島北部小鎮短宣

 - 國語堂喬治太子市短宣

 - 教會旅行：菲沙河谷一日遊

9月 - 梁永善牧師主講多堂講座

10月 - 受浸兄姊：伍國雄，伍周燕華，伍皓苗，

  馬桂清， 陳錫勳，陳紅霞，楊立新，耿仲鵬，

  葉炳生，趙淑華

 - 入會兄姊：吳秀麗，顧田紅，馮草非，李晶，

  潘維克，潘王琳，張馬太，吳文媛

11月 - 莊健牧師主講差傳工作坊「中國之夜」及

  差傳年會「認識責任   承擔使命」

12月 - 「頌恩美食廣場」建堂籌款

2009
2月 - 「懷舊金曲賀新歲」建堂籌款晚宴於 

  西苑酒家舉行

 - 李啟耀傳道離職

 - 教會網頁正式推出使用

3月 - 基於問卷調查結果，決定現階段不進行購置  

    Canyon Heights Church

 - Make Me a Blessing 音樂敬拜，江梁爾欣傳道 

   分享見証

 - 事工手冊正式推出使用

4月 -「祭作舍」演出復活節福音話劇「死亡別狂傲」 

5月 - 約書亞團為建堂基金籌款舉行曲奇義賣

6月 - 羅安邦先生主講特別講座「金融海嘯的回顧和 

  展望」

7月 - 陳耀鵬牧師主領兩天退修日營「從歷代志下看 

  個人靈命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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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 教會旅行：美國波特蘭三日遊

9月 - 神學生 Ben 謝子軒弟兄開始英語堂為期10個月 

  實習

 - Enoch Youth Leadership Academy (跨越) 

  舉辦 Youth Ministry Essentials 課程

10月 - 梁燕城博士主講差傳年會「關心遠方毋忘近鄰」

 - 盧潔香宣教士主領差傳主日

 - 楊雪梅夫婦誕下千金

11月 - 何詩韻小姐主講特別講座「青少年人做乜鬼」

 - 受浸兄姊：蔡嘉雯

12月 - 楊楊夫婦誕下麟兒

2010
1月 - 特別會友大會通過動用建堂基金(約$300,000) 

  及不超過 50% 之教會儲備金，加上認獻， 

  以 $600,000 購置北溫市中心多用途物業 

 - 成立裝修委員會統籌暫時定名「頌恩資源中心」 

  之裝修事宜

 - 陳偉成弟兄主講「聖徒裝備101」課程， 

  於西溫社區中心舉行

 - 受浸兄姊：陳翰銘，陳碩軒，簡可基

 - 國語堂舉行自立暨張家洲傳道按立牧師典禮

2月 - 差傳部與彼得團聯同北溫燈塔事工舉行新春海員 

  聯歡晚會

 - 英語事工兄姊參加門諾弟兄會及遠勝精金  

  (More than Gold )主辦冬奧期間九天宣教事工

3月 - 傳道部聯同溫哥華基督徒短宣訓練中心舉辦三天 

  傳福音訓練課程

4月 - 加拿大門諾弟兄會總會特為本會安排之領袖訓練 

  課程於本拿比 Executive Inn 舉行

 - 北溫市中心的多用途物業正式命名 

 「西北溫頌恩中心」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Centre及裝修工程展開

5月 - 頌恩中心開幕感恩會

6月 - 吳宣倫博士粵語及英語佈道會

 - 頌恩中心管理委員會成立

 - 葉昭信弟兄代表教會出任頌恩中心大廈業主委員 

  會委員

 - 劉高寶慈博士主講「如何助人課程」

 - 余嬋姊妹安息主懷

 - 盧倩雯姊妹與陳宇棟弟兄共諧連理

 - 張軍夫婦誕下麟兒

7月 - 成立特別委員會跟進頌恩中心容納人數事宜

8月 - 劉傑文牧師離職

 - 成立聘牧委員會

9月 - 何仲柯醫生主講「生命加油站」之「我必不至 

  缺乏」及借用西北溫頌主堂舉行英語 

  福音聚會 Me and My Clones

 - 神學生 Jeremy 關立仁弟兄開始出任部份時間  

  Intern Youth Minister 

 - 國際門訓協會主辦為期兩年之「裝備作工」門徒 

  訓練課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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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傳部兄姊到內陸 Merritt 探訪本會支持宣教士  

  Shirley Chow 姊妹並向當地原住民短宣

 - 頌恩中心外展事工「婦女新天地」Ladies Date  
  開始逢星期一上午10時至12時舉行

 - 成立英語事工委員會 English Ministry Committee

10月 - 受浸兄姊：黎兆康

 - 入會兄姊： 張聲倫，張譚伯勤

 - 梁樹榮牧師主講差傳年會「放眼世界  投資永 

  恆」及「非洲宣教暨 Merritt 短宣分享會」

 - 頌恩中心外展事工「攝影工作坊」 

  Dream Photo Club 開始定期舉行

 - 陳耀鵬牧師主講領袖退修會「如何應付沒有牧師 

  的日子」

 - 兒童事工隊到訪 Inglewood Senior Home 報佳音 

  及演出話劇

2011
1月 - 兄姊參加中信中心與 Salvation Army 合辦兩天 

  義工訓練課程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Care 

2月 - 差傳部與彼得團聯同北溫燈塔事工舉行新春海員 

  聯歡晚會

 - 傳道部與康樂及總務部合辦農曆新年聯歡會 

  「送虎迎兔慶新春」

 - 英文事工舉辦「將最好的獻上–才藝表演晚會」 

  Talent Show

3月 - 基於專業評估及教會當時狀況，執事會建議暫時 

  擱置申請增加頌恩中心之容納人數

4月 - 受浸兄姊：李灝儀，李灝庭，曹美瑜， 

  許恩約，陳懷德及陳恩源

5月 - 吳宣倫博士主講培靈會「預言中的世代」

 - 介紹及推廣教會之名片正式推出使用 

 - 鄧啟耀牧師主領「成長日營」之「門徒的精彩 

  人生」 

 - 楊楊夫婦再度誕下麟兒

 - 入會兄姊：陳克明

7月 - Jeremy 關立仁弟兄獲委任為部份時間傳道 

  (Part-time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 張軍夫婦再度誕下麟兒

8月 - 盧倩雯夫婦誕下千金

 - 許道宏牧師息勞歸主，遺體火化後安葬在 

  海景墓園

9月 - 聘牧委員會與執事會邀請曾經服事安大略省麥城 

  華人基督教會，來自多倫多的 Clarence 陳錦華 

  傳道到來面試，並主持工作坊及主日講道

 - 陳錦華傳道主講「生命加油站」之「事奉路上 

  的成長」

10月 - 陳錦華傳道確實於2012年1月前來出任本堂傳道

 - 余志鴻傳道主講差傳年會「無遠弗屆，讓全地 

  知道」

12月 - 何仲柯醫生於除夕送舊迎新感恩晚會分享 

 「2012 世界末日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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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1月 - 陳錦華傳道正式上任本堂傳道

 - 西北溫國語頌恩堂張家洲牧師離職

 - 受浸兄姊：梁恩婷，Jonathan Lee

2月 - 差傳部與彼得團聯同北溫燈塔事工舉行新春海員 

  聯歡晚會

3月 - 為期八週之「信仰為甚麼」福音小組課程開始

 - ACM 以馬內利敬拜使團舉行「恩杯」音樂 

  培靈佈道會

4月 - 受浸兄姊：鄺李海燕，簡區要芝，Cici Wong

 - 入會兄姊：陳錦華傳道， 陳梁玉霞師母，楊高燁， 

  彭志強，彭葉文娟，彭宇聰，Michael 黃頌基， 

  Eva 黃鄭幗恩，陳宗禮，陳李倩冰

5月 - Jeremy 關立仁傳道正式出任全時間傳道 

  (Full-time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 鄭彼得牧師於 Garibaldi Spring Resort,   
  Squamish 主領靈命塑造退修營「恩典伴我行」，

   英語退修營則由 Dr Sean Ho 主領

6月 - 盧春生醫生辭去義務傳道之職，仍繼續擔任團契 

  顧問及輔導關顧會友

 - 孩童奉獻禮：Michael 黃頌基夫婦女兒 Ellie Jade  
  希賢，楊楊夫婦兒子 Ray 子銘及 Sean 子恩

8月 - 梁皓婷姊妹與 Justin Miller 弟兄共諧連理

 - 朱子茵姊妹與陳銘澤弟兄共諧連理

9月 - 短宣隊參加 Merritt 原住民「家庭營」

 - 張瑪莉見證分享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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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頌
作曲及填詞：

Gwennie 蕭鈞如

帶感恩的心到祢寶座前， 

   懷着一顆喜樂的心數算祢恩典。一年又一年， 

      走過高山幽谷，但主依然每天看顧， 

          從不停息 。 讓我們手牽手，不管風風雨雨， 

              有一顆堅定的心，神永遠在掌權， 

                  讓我們團結一心。順服在主的話， 

                      成為眾人的祝福，把福音傳遍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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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