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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禱 
Silent  Prayer 

 ..................................................................................  
會     眾 

Congregation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 哥林多前書1 Corinthians 15:3-4 ................  
主     席 
Chairperson 

祈     禱 
Prayer 

 ..................................................................................  
主     席 
Chairperson 

頌     讚 
Worship 

 ..................................................................................  
敬拜小組 

Singspiration Team 

奉     獻 
Offering 

 ................... 馬太福音 Matthew 6:26 .......................  
會     眾 

Congregation 
見           證 
Testimony  

 ..................................................................................  
Wendy/Nathanael 

Isaac/Tommy 

致送證書 /禮物
及大合照  

Certificates, Gifts and 

Group Photo  

 ..................................................................................    

浸禮新葡/新會友 
Baptism＆Transfer 

..... Wendy, Nathanael, Isaac, Tommy/Aji,Ilu, 

Manuel, Ocean, Angie, Edward..............................  
 

講     道 
Preaching 

 ....... 在山上慶祝復活節  (Easter Mountains)  ..........  
        （翻譯 translator：Jasper Lee 李顯彰）   

鄭彼得牧師 
Pastor Peter 

家事分享  
Announcements 

 ..................................................................................  
牧           者  

Pastor 

三 一 頌 
Doxology 

 ..................................................................................  
會     眾 

Congregation 

祈     禱 
Benediction 

 ..................................................................................  
李岑藝玲傳道 
Pastor Eileen 

 

  粵語崇拜： 主日早上9時45分 粵語主日學：主日早上11時15分 

 English Worship: Sunday 9:45 am English Sunday School: Sunday 11:15 am 

 Children Worship: Sunday 11:15 am Children Sunday School: Sunday 9:45 am 

 地址  ：           515 West Windsor Road, North Vancouver  BC V7N 2N7 

 電話/傳真： 604-980-8807   電郵：nspgmbc@gmail.com   教會網頁：www.nspgmbc.org 

 教牧同工 ： 鄭彼得牧師 (主任牧師) 604-868-7861 

  盧春生醫生 (義務傳道) 604-728-4182 

  Pastor Eileen Li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778-889-5646 

 本 週 崇 拜 下 週 崇 拜 

講   員 鄭彼得牧師 (復活節浸禮及入會禮) 盧春生醫生 

主   席 許胡佩珊師母 盧黃美香姊妹 

敬拜小組 Daniel Lau 盧黃美香姊妹 

司   琴 Janice Lan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陳蕾姊妹  陳鄧靜芬姊妹 姚德權弟兄  姚陳惠玲姊妹 

音   響 葉昭信/陸海成/楊統生/高志強  楊統生弟兄  高志強弟兄 

數點奉獻 黃楊德英姊妹  林胡麗麗姊妹 黃楊德英姊妹 林胡麗麗姊妹 

幼兒看管 鄺李海燕姊妹 黄呂衛紅姊妹 

當值執事 羅光裕弟兄 羅素清姊妹 

關顧大使 周賽珊姊妹 蘇江唯薇姊妹 

聚 會 時 間 地 點 聯 絡 人 

讚美操 週一早上10時 網上舉行 朱梁玉萍 

教會祈禱會 週二晚上8時 網上祈禱會 鄭彼得牧師 

與主同行 

Wednesdays with Jesus 
週三早上10時 小禮堂 周賽珊 

耆樂茶聚 週三電話聚會 -- 李鄭玉真 

彼得團 週四晚上8時 網上團契 陳子恩 

哈拿團 -- 網上團契 簡李婉儀 

雅各團 -- 網上團契 黃陳蕙兒 

路加團 週五晚上8時 網上團契 林胡麗麗 

約書亞團 -- 網上團契 羅明康 

羅以團契 週六晚上8時 網上團契 George/Amy Kan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網上崇拜點擊-85)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06 常費        1,970.00 

粵語   74 感恩           200.00 

    英語   32 英語崇拜           300.00 

   (兒童)   (--)  合計        2,470.00  

主日學     51     差傳           500.00                

    粵語     36    英語差傳              -- 

    英語     15 發展基金             300.00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家  事  分  享    

祈禱敬拜  

1. 歡迎首次參加本堂聚會之朋友，請填寫來賓留名咭，以便關懷和聯絡。 

2. 本週二晚 (4月19日) 8pm 繼續有Zoom 網上祈禱會，連結會透過電郵發 

送，鼓勵大家回來分享、祈禱、交誼。 

3. 過渡期長老團的事奉，將於6月30日屆滿，請為國語教會能有新的信徒領袖

團隊代禱。 

4.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4月24日 盧春生醫生 

 5月1日 鄭彼得牧師 

 5月8日 蔡黃玉珍師母 (母親節/福音主日) 

   5月15日 劉傑文牧師 
 

 

肢體關懷  

1. 兒童事工今天開始，停止所有網上的 Zoom 安排，家長敬請留意。 

2. 執事部長聯席退修會將於 5月7日（周六）早上10am 到中午12:30 Pm 舉 

行，請各位為教會的主要事奉人員祈禱。 

3. 鑒於未完全穩定的疫情及其他可能的變數，教會決定取消7月4-7日的 

Kelowna 遊學團，將會退回所收的訂金支票。 

 

 全人成長  

1. 大溫培靈會將於5月5-8日（四至日）晚7:30 pm，在大溫哥華聖道堂實體 

聚會（現場網上 YouTube 直播），講員是鮑維均博士，請各位預留時 

間參加。 

2  中信與本會合辦的「第二階段危疾關顧訓練課程」，將於5月7，21日及   

6月4，18日（四個周六）9:30 am - 1:30 pm 在本堂舉行；導師為謝仲賢 

牧師，查詢及報名請與 Terries 師母聯絡。 

  

外展佈道  

 

1. 下次的福音主日將於5月8日（母親節）舉行，講員為蔡黃玉珍師母，請開

始祈禱並邀約未信主的親友出席。 

2. 堂慶活動之一, 第20屆頌恩杯高爾夫球籌款賽將於6月1日 (星期三) 在 

Riverway Golf Course (Burnaby) 舉行，中午開始比賽, 賽後 7:30pm 在 

球場會所聚餐。參加比賽每位 $240，退稅收據$60，只來支持及參加自 

助晚餐則每位 $125，退稅收據$40，報名查詢請聯絡 Ronnie弟兄。今屆 

特別為 MULTIPLY差傳事工籌款，是個幫助全球70個國家的當地社區更 

新和發展的國際差傳機構。2019年本教會曾為獅門醫院籌得$26,700，盼望

今次加上總會和其他 MB 教會的參與，能夠共同努力為 MULTIPLY籌募 

經費。 

  代  禱  事  項  

1. 為本會的教牧：鄭彼得牧師和盧春生醫生（粵語堂）、Pastor Eileen Li 

（英語堂）及國語教會的張世勛牧師與張俊德傳道代禱；亦請為本堂的秘

書：Candy 和 Lynn、眾位執事及各部部長的家庭與事奉祈禱。 

2. 為本會能在今年慶祝 25 周年紀念感恩，多謝神一直以來的看顧保守及豐厚 

賜福；亦祈求我們能學習投入去服侍社區、並祝福溫哥華這個城市！ 

3. 為教會的年長會眾及暫時未能回來實體敬拜的弟兄姊妹祈禱，以致仍能透

過電話團契及崇拜錄影，繼續敬拜上帝及與他人聯繫。 

4. 為我們社會的重要議題代禱，如：加拿大各級政府的治理、新冠病毒的疫

情、新近的香港移民潮、本地的基督教福音機構等，願神所賜的平安及圓

滿能遍滿全地。 

5. 為全世界的國家大事祈禱，如：兩岸三地的情況、各地的天災和受影響的

人、國際地緣政治的衝突矛盾、回教及猶太人的宣教事工等，願神的公義

與憐憫能在全地彰顯。 

Announcements (English Ministry) 
 

1 Sunday School 
No class today. Join us next Sunday @11:15am as we learn about 
world religions led by Candice.  

2 EM Fellowships 
Titus: Fri, Apr 22@8pm, Chapel. Topic: Stress 
Theo: Thu, Apr 28@8pm, Church. Small group sharing  
 

3 
NSPG’s 25

th
 

Anniversary 

 Slogan Contest. Got a creative slogan for our anniversary? Send 
it to Phebe by Apr. 30. 14 words max. 
Grace Open Golf Tournament on Jun 1, Wed to fundraise for 
Multiply (MB Missions). Register at graceopen2022@gmail.com 
by Apr 25. If you don’t play golf, you can still sign up for dinner.  

4 
 

Prayer Requests 
 

*Send your  
prayer requests to 

Pastor Eileen 
 

1.   Ukraine: May God’s presence and peace be evident in 
Ukraine/Russia and give wisdom to our world leaders to eliminate 
war.  

   2.   Baptism: Praise the Lord for Nathanael Chong, Issac Cheang, &   
Tommy Chan as they are baptized today! Membership: Praise God 
for Aji and Ilu’s membership transfer. May God use them for His 
glory.  

   3.   Students:  Calm their nerves, keep their mind alert and help  
          them focus on their exam(s). 

 4.   Pastor Eileen:  Pray for a speedy recovery from vertigo.     
 

 April 24 

Speaker Aji & Morris 

Greeter Andy & Nancy 

MC Theo 

Worship Lead Candice 

Scripture Reader Ilu 

A/V Team Lead/Member Jasper/Titus 
 

mailto:graceopen20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