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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2023 年 2 月 19 日  

使命宣言 
植根北岸   傳揚救恩   轉化生命   服侍社群 

 

 

 

2023 年教會主題 

聖善的上帝   美好的信徒  
默     禱  ..........................................................................  會     眾 

宣     召  ........................ 詩篇 148:1-2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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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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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希伯來書 13:15-16 .......................  眾 信 徒 

見          証  ..................................  .......................................  黃梁潔儀姊妹 

講     道  ........................ 順服的喜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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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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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春生牧師 (義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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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春生牧師 

主   席 陳俊雄弟兄 盧黄美香師母 

敬拜小組 陳俊雄弟兄 盧黄美香師母 

司   琴 --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蘇江唯薇姊妹  陳蕾姊妹 盧澤昌弟兄  盧陳燕紅姊妹 

音   響 高志強弟兄  游英輝弟兄 姚德權弟兄  陸海成弟兄 

數點奉獻 盧澤昌弟兄  姚陳惠玲姊妹 盧澤昌弟兄  姚陳惠玲姊妹 

幼兒看管 -- -- 

當值執事 李鄭玉真姊妹 陳子恩弟兄 

關顧大使 鄭鄒穎雩師母 周賽珊姊妹 

聚 會 時 間 地 點 聯 絡 人 

讚美操 
週一至週六早上 

11時至中午 12時 
網上舉行 朱梁玉萍 

教會祈禱會 週二晚上 8時 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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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上團契 高志強 

哈拿團 週四晚上 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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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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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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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55 常費       1,660.00 

粵語  99 感恩          200.00           

    英語  56  英語崇拜          540.00 

   (兒童) (--)  合計       2,400.00  

  主日學   77             差傳            --                

    粵語   43      英語差傳              -- 

    英語   34  發展基金              --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講道大綱:聖經倫理系列 4：順服的喜樂  

壹、犯罪的惡果（羅 5:19）  

一、影響與神關係（賽 59:1-2）  

二、失去天上賞賜（林前 3:11-15）  

三、會令聖靈擔憂（弗 4:30-31）  

四、經歷神的管教（來 12:4-6, 11）  

五、減少生命果子（約 15:4-5）  

六、軟弱後退跌倒（林前 10:11-12）  

  

貳、遵命的祝福（腓 2:12-13）  

一、感恩的表示（來 12:28）  

二、能討神喜悅（來 13:16, 21）  

三、更深親近神（約 14:23）  

四、看顧與聆聽（彼前 3:10-12）  

五、自由和釋放（羅 6:17-18）  

六、無愧的良心（提前 1:5, 19）  

七、屬天的平安（賽 48:18, 22）  

八、救恩的確據（約壹 2:3-5）  

九、合乎主使用（提後 2:20-21）  

十、榮耀見證神（太 5:16）  

十一、天國的預嚐（彼後 3:13-14）  

十二、將來得賞賜（弗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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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走過的日子、恩主美善愛眷、盡情地微笑。 

3. 本周二（2月 21日）實體祈禱會的代求重點是主日崇拜及敬拜隊的需要，

晚上 8 時正在小禮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4. 現時，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的途徑奉獻:                                                           

1. 現金或支票投入主日崇拜前後設於大堂出入口的奉獻箱                             

2. 電子轉賬（電郵地址: nspgmbc.offering@gmail.com）                                         

3. 採用教會網頁上的 PayPal，多謝大家忠心支持教會的各項事工 

5. 請為未來四周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2月 26日 盧春生牧師 

3月 5日 張世勛牧師 (CC/MC 聯合崇拜) 

  3月 12日 鄭彼得牧師 

  3月 19日 鄭彼得牧師 
 

 

肢體關懷  

1. 大齋期的意義 Lent（大齋期）一詞是拉丁文，意指「泉源」，屬靈意義是

指「預備」，我們預備跟耶穌一起步向死亡。捨棄事物、實踐屬靈操練，

是這節期的核心。大齋期由星期三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為期

40天（耶穌死前的 40日）；棕枝主日（Palm Sunday）開始受苦週、星期

四為濯足日（Maundy Thursday）、星期五受苦節（Good Friday）、星期六

是逾越節（Passover），這三天代表耶穌的職事開始終結（約 13:1），最

後就是復活節 。期間可操練祈禱、禁食、施予、認罪悔改、反省與耶穌的

關係。守節讓我們再重新默想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衪的寶血洗淨我

們的罪，死後三天復活，我們和耶穌同死同復活，我們得救恩、得醫治。

所用的顏色紫色是代表悔罪 。 今年的大齋期於 2月 22日（星期三）聖灰

日開始至 4月 2日：聖灰日、悔罪（但 9:3, 20），接著是棕枝主日（開始

受苦週）。棕枝主日：人們高唱和撒那（意即拯救/釋放），迎接耶穌進入

耶路撒冷（太 21:9）、濯足日：耶穌留下彼此服事的新命令（約 13:14）、

受苦節：耶穌被釘和埋葬（約 18:1-19:42）、逾越節：守夜等待黎明（約

19:38-20:1）、復活節：主已經復活了（約 20:1-9）。（資料與參考經文，

《重尋教會的節期》，Robert Webber 著，孫寶玲譯，陳康主編。） 

2. 今天主日學後，在樓下餐廳有油彩筆供大家畫寫石頭。教會亦於 3月 5日

舉行共同購堂的慶典，國粵聯合主日崇拜會於上午 10am 開始。屆時會有

個獻石的環節（像徵我們是靈宮活石的一部份，參彼前 2:4-5），前廊已預

備好供大家畫寫的石頭，請用油彩（而非水彩）畫寫。 

3. 教會即將按照 2023年通訊錄內的電郵地址發出電子奉獻收據，上周已附上

2022全年的個人奉獻記錄附頁，懇請各位盡快認真確認自己的電郵地址及

奉獻記錄；如有更正，請馬上聯絡辦公室 Lynn 姊妹。 

4. 黄慶深 Sam 牧師將於 3月 16日（周四）晚 8pm，在彼得團第二講「好男

人系列」的實體專題講座，特別為弟兄度身訂造，現邀約所有男士出席參

加。 

5. 由今年 3月開始，兒童事工將由粵（負責時段：主日 9:45-11 am）、國

（負責時段：主日 11:15am-13:30pm 及提摩太團契）兩個教會分別帶領，

請懇切為所有兒童、家長及事奉人員代禱。 

6. 下次的福音主日將於 4月 16日舉行，講員為鄭彼得牧師，請為講員及未信

主的親友祈禱，並到時努力邀請他們出席。 

7. 本會將於今年的復活節舉行浸禮及入會禮，呼籲未受洗的基督徒向鄭牧師

報名，亦請欲申請入會的弟兄姊妹與鄭牧師聯絡。 

8. 教會大旅行，將於 5月 1-6日（週一至週六）舉行，會乘坐阿拉斯加郵

輪，已開始接受報名。 

9. 因疫症、病毒、流感三者的夾擊，敬請有病癥者，暫勿親身出席實體的聚

會，多謝合作。 

                                                            會 外 消 息 

 

中信將於 3月 4日至 4月 22日，七個星期六由上午 10am 到下午 4/5pm，在溫哥

華頌恩堂（2855 East 1st Ave, Van）舉辦粵語基督徒危疾關顧訓練課程      

（學費：$200），鼓勵大家踴躍參加，報名及查詢請與 Terries師母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