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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2022年4月3日  

使命宣言 
植根北岸   傳揚救恩   轉化生命   服侍社群 

 

2022 年教會主題 

頌恩廿五載     城市的燈台  
默     禱  ..........................................................................  會     眾 

宣     召  ...................... 以賽亞書 12:5 ...........................  主     席 

祈     禱  ..........................................................................  主     席 

頌     讚  ..........................................................................  敬拜小組  

奉     獻  ...................... 馬太福音 6:25 ...........................  眾 信 徒 

讀          經  ...................... 以賽亞書7:1-2 ...........................  主     席 

講     道  ........................ 城市的異象 .............................   鄭彼得牧師 

聖     餐  ........................ 已受洗信徒 ............................. 鄭彼得牧師 

家事分享   ..........................................................................  鄭彼得牧師 

三 一 頌  ..........................................................................  會     眾 

祝         福   ..........................................................................  鄭彼得牧師 

 

 

 

*敬請準時出席崇拜並請將手提電話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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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明牧師 

主   席 陳子恩弟兄 羅陳淑嫻姊妹 

敬拜小組 陳子恩弟兄 羅陳淑嫻姊妹 

司   琴 劉凱恩弟兄 -- 

聖餐襄禮 朱梁玉萍姊妹  李鄭玉真姊妹 -- 

司   事 林震華弟兄  林胡麗麗姊妹 黃錫雄弟兄  黃楊德英姊妹 

音   響 高志強弟兄  陸海成弟兄 葉昭信弟兄  姚德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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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慧英姊妹 梁潘淑美姊妹  朱梁玉萍姊妹 

當值執事 羅素清姊妹 盧黄美香姊妹 

關顧大使 周賽珊姊妹 簡李婉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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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早上10時 網上團契 黃陳蕙兒 

路加團 週五晚上7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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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9時45分 大禮堂 鄭彼得牧師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網上崇拜點擊-87)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91 常費        5,475.00 

粵語   59 感恩           100.00 

    英語   32 英語崇拜           150.00 

   (兒童)   (--)  合計        5,725.00  

主日學     --     差傳           200.00                

    粵語     -- 英語差傳              -- 

    英語     -- 發展基金              --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講道大綱:  城市神學系列7：城市的異象 

壹、以賽亞書：上帝必拯救  

一、亞哈斯：選擇靠亞述（賽7:1-2, 14）  

二、希西家：計劃靠埃及（賽30:1-3）  

三、新一代：離開巴比倫（賽48:20；43:18-19）  

四、以賽亞：真誠倚靠主（賽30:15-21）  

貳、宗教與福音  

 宗教  福音  

1. 因為我順服，所以我被接納  因為我被接納，所以我順服  

2. 動機：懼怕不安全  動機：感恩與喜樂  

3. 我順服神，為了得到好處  我順服神，為了討神喜悅  

4. 逆境：感到憤怒，因配得安舒  逆境：心裏掙扎，仍信神看顧  

5. 受批評時：惱羞成怒， 

   因自視為好人  

受批評時：可能難受， 

但相信神的愛  

6. 祈禱：目的是掌控，內容是祈求  祈禱：目的是相交，感恩和讚美  

7. 自我： 視乎表現、兩極搖擺，  

  驕傲或自卑  

自我：在基督裏、合乎中道，  

蒙恩的罪人  

8. 身份基於自己：自視甚高、 

   蔑視他人  

身份基於恩典：不須爭勝、 

不輕視人  

參、城市異象：一、城市的警號（賽1:7）  

二、城市的異象（賽65:17-25）  

1. 歡喜快樂慶典（v. 17-19） 2. 老幼有效醫療（v. 20）  

3. 人人安居樂業（v. 21）    4. 食用供應充足（v. 22）  

5. 家庭支援系統（v. 23）    6. 美好信仰生活（v. 24）  

7. 沒有暴力威脅（v.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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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崇拜詩歌名稱: 晚禱、恩典之路、頌讚全能上帝。 

3. 25週年銀禧紀念短訊：從今年開始，聖樂部為慶祝25週年，特備每月一首

聖詩歌頌和感謝天父。四月份的詩歌為「恩典之路」。 

4. 本週二晚 (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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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齋期正式開始，4月15日是受苦節，4月17日就是復活節；教會的十字架

會掛上紫色布至五旬節（6月5日），請各位在這段時間好好預備自己的心

靈去迎接復活的主耶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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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4月10日 羅志明牧師 

   4月17日 鄭彼得牧師 (復活節浸禮及入會禮) 

   4月24日 盧春生醫生 

 5月1日 鄭彼得牧師 
 

 

肢體關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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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年教會堂慶的遊學團，將於7月4-7日（周一至四）舉行，現已開始接受 

報名；名額有限，請盡快與 Teresa及Candy 報名。 

 

  全 人 成 長 

1. 主日學今天開始新一季課程，有經卷班： 創造與拯救的 上帝，教師： 

陳俊雄弟兄，對象 : 適合大眾。班房：樓下餐廳 

信仰與教會 : 教師：鄭彼得牧師，對象 : 適合未信和初 信者、新來的弟兄 

姊妹及考慮受浸與入會的基督徒、長者。班房：3號課室  

2. 圖書館4月1日重新開放及圖書館借書守則：                                                 

1.每次借出書籍限期為一個月，不可續借。如要借閱已借出之書籍可與 

基教部聯絡。2. 每人只能借閱一本該月份的「書籍推介」。3. 在借出書 

籍背後，請取出借用咭，填上姓名(正楷全名，中英名字均可)，聯絡電話

和借用日期(年/月/日)，放入借用咭盒內。4. 歸還項目時，請將書籍放入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還書膠箱內。5.圖書館內有廣東堂(西北溫基督教頌

恩堂)和國語堂(西北溫國語頌恩堂)的書籍。廣東堂以"C"編碼，國語堂以

"M"編碼，如不能辨別，請放兩堂還書箱中均可。6.圖書館內的書籍是神

家物品，請勿塗污損毀。7. 若有損毀或遺失，賠償價是加幣40元。 

3. 華聯會網上的聯合受苦節崇拜將於4月15日（周五）舉行，錄影將於早上 

10 am 開始播放，敬請預留時間出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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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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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理財系列 -「加拿大理財及保險網上講座」將於4月14日(星期四) 

晚上8pm 舉行，本次講座邀得加拿大理財顧問CynthiaTo 陶琬琪姊妹為新 

移民講解加拿大理財及保險概要。講座會以網上Zoom形式舉行，請踴躍 

邀請新移民朋友參加，詳情請與Ben，Brian或Adven弟兄聯繫，亦可按以 

下連結報名：https://forms.gle/2Ax1koDLD5SxLcNT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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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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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只來支持及參加自助晚餐 

則每位$125，退稅收據$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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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