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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 得 萬 事 都 互 相 效 力  
    、 叫 愛 神 的 人 得 益 處 、 就 是 按 他   
    旨 意 被 召 的 人 。

我 們

羅 馬 書 Romans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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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載同稱頌,
                   每日証主恩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126:3)
雖然在西北溫事奉了只有兩年半，但郤經歷了神無盡的恩典。 在西北溫這個地區，無論是教會或是個人，
我們所遇到的屬靈挑戰都特別多，在傳福音事工上也很有限制，但我們深深體會到，神的恩典總比我們所
遇到一切的難處更大，這實在是神給我們最大的鼓勵，正如詩人所說: 「凡有智慧的，必在這些事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華的慈愛(steadfast love)。」(詩107:43)

在教會慶祝十週年的日子中，我們固當同心稱頌上主無比的大恩，亦更當每天去活出和見証祂的恩惠，同
時，我也願望教會和我們個人可以在下面三方面繼續成長: 

A. 活出豐盛(Living to His Fullness):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這豐盛基本上就是我們與神、與自己、與別人、與宇宙萬物的關係如何？我們當不住在屬靈和敬虔上操
練，藉著敬拜、讀經、禱告、團契、見証和事奉去建立自己，另一方面也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成長經
歷和背景，打開內心的黑暗，讓神的靈來光照、轉化和更新我們的生命，使我們可以不住的成長，活得更
豐盛。 

B. 承擔使命(Fulfilling His Mission):「耶和華...要使雅各歸向祂，使以色列到祂那裡聚集 (原來耶和華看
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現在祂說, 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
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賽49:5-6) 頌恩堂本身就是重
視宣教和差傳的教會，十年前母會帶著宣教的使命建立西北溫頌恩堂，但願我們也同樣重視神所交付的使
命，不甘平庸、不再觀望、不願退後、願意成為委身於福音大使命的門徒，全心全意全力的將福音廣傳，
使人的生命被改變，社會得更新。

C. 服事社群(Serving the Community):「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45) 昔日德蘭修女看見在印度街頭那些垂死的人，就好像看見主耶穌一
樣跑過去服事他們。我們的鄰舍和社區雖或物質富裕，但求神使我們能洞悉他們在身體、心靈、情感和生
活上的需要，效法基督，甘心樂意的去關懷、 體諒、 鼓勵、扶持和幫助他們。願神的大愛激勵我們去過一
個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活(徒20:35)，藉此見証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使別人也得以體驗和接受神的大愛。

劉傑文牧師（堂主任）

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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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是我們數算主過去向我們所施恩典的日
子，我們更深信祂是繼續同樣地向我們施大恩的
主。「神能照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 ， 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
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遠遠。阿們！」(弗3:20-21)

十週年是我們數算主過去向我們所施恩
典的日子，我們更深信祂是繼續同樣地
向我們施大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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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十年有感
 十年不算是段短日子，所謂「十年樹木」，一株果樹幼苗，可以在十年內，長成一棵健康茁壯結實纍
纍的大樹。同樣，有些事情，當我們認真去做的時候，十年絕不能算是段長日子，所謂「百年樹人」，要
培育一個人，比起種樹，需要多十倍的時間和精神才成！

 建立教會，跟建立人一樣，要清楚明白神給教會的使命：對外要不斷努力傳福音，領人歸主；對內必
須用心去栽培及訓練門徒，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經不覺，西北溫頌恩堂已經成立十年，回想最初我
們連一個會友也沒有，亦沒有固定的聚會地方，但在神的帶領、母堂的支持、及弟兄姊妹努力下，教會得
以穩步成長。教會在1997年中成立，兩年後行政獨立，而經濟方面，主要是靠兩所母堂資助，之後逐年遞
减，直到2002年自立為止。感謝神！教會都能做到自給自足，無所缺乏。
 
 從最初籌備西北溫頌恩堂到現在，仍然留在本堂的人數不多，或者你會問那些人去了那裡呢？有些人
是從母堂來的，完成工作後便返回所屬教會，也有不少年青會友回流香港，亦有些選擇另外的教會，無論
是否仍留在本教會並不重要，只要各人仍然繼續參與教會和事奉就行。

 自立後兩年，我身體輭弱，先後患上柏金遜和癌病，遵醫生吩咐要我放下工作。退下來後，適應頗為
順利，跟劉牧師的交接也很平穩暢順。

 疾病令我凡事看得比以前輕，深信萬事有神帶領和保守。不在教會建制當中其實也有好處，我不用為
行政事務操心，但仍可參與教導的工作，有機會到不同教會去接觸其他信徒，鼓勵有病的學習全然交託。
身份的轉變，幫助我作為旁觀者可冷靜觀察教會發生的事，願意抽出其中幾方面與大家分享：

1. 異象的重要：當教會開始穩固時，我們需要找緊神給我們的異象，沒有異象民就放肆。這異象就是努
力在西北溫傳福音，叫這地區的人認識主，也要留意神的異象，在這些日子有沒有改變，我們有否不斷更
新明白神的心意。

2. 要彼此相愛：西北溫頌恩堂的特色，就是一個愛的群體，大家在崇拜外經常有交往，彼此關心，彼此
配搭。每個新人來到我們教會都感受到那份親切感，願我們繼續保持這優點，明白基督捨身的愛，愛人不
可虛假。

許道宏牧師 （創會牧者）

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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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緊緊跟隨神：創業困難，守業更艱辛，由植堂第一天開始，教會穩步地成長，除了粵語之外，我們還有
英語及國語事工，但願每一個組別都能以基督的心為心，願意全心全意愛主，不是以為已經得着了，乃是
竭力追求，叫靈命得着操練。

4. 要忠心事主 : 以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二章( 1- 8 節 )的說話與大家分享：

 A. 我們應有當兵的人嚴守規矩服從上司的態度。
 B. 亦應有農夫努力耕耘那種堅忍的毅力，為要得收穫。
 C. 願大家以場上比武精神，遵守比賽規則，才能得冠冕。

十年只能樹木，樹人需要十倍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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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教會健康地成長，從神得力，將神恩典與弟兄姊妹分享，阿們。  

“十年只能樹木，樹人需要十
倍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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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教會健康地成
長，從神得力，將神恩典與弟兄
姊妹分享，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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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西北溫頌恩堂
              成立十週年  陳耀鵬牧師
（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主任，本會前顧問）

十年前基督教頌恩堂(PACIFIC GRACE MB CHURCH)南
北兩堂一同植建西北溫頌恩堂。十年人事但教會仍堅守
PGMBC信念，容我緬懷亦藉此共勉。

Prayer (恆切祈禱)
還記得許道宏牧師証實患上肝癌時，全教會誠懇代求，
願教會在任何情況下仍恆切祈禱

Gospel (廣傳福音)
還記得啓發課程第一屆結業禮差不多全教會都有份參
予，願教會用不同方法去廣傳福音

Mission (擴展差傳)
還記得第一屆傳年會講員臨時抱恙，我要在三十分鐘內
預備信息，願教會得時不得時都擴展差傳

Bible (勤讀聖經)
還記得很多西北溫肢體努力把握在教會內外學習聖經的
機會，願教會上下一心勤讀聖經

Caring(實踐關懷)
還記得一些西北溫肢體在節日清晨來電，問候的情誼，
願教會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努力實踐關懷

教牧分享



                                                                                 Sharing • 11

主恩十載 – 以便以謝

撒母耳記上第七章記載先知撒母耳聚集以色列百姓在米斯巴禁食禱告，非利士人知道了便趁著以色列人毫
無防禦能力下來攻打他們，以色列人聽見非常害怕，他們請求先知撒母耳呼求神拯救他們脫離非利士人的
手。天父顧念祂的子民，當日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人，他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

這戰爭過後，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
助我們。

轉眼間，西北溫頌恩堂已成立了十載。回想當年與南、北二堂弟兄姊妹一同在西北溫逐家拍門的情景，仍
記憶猶新。轉眼十年，期間不少艱難都靠主度過，我們感謝天父，祂是西北溫頌恩堂「以便以謝」的神。
趁著十週年慶典，藉撒母耳記上第七章先知撒母耳的三顆心來彼此提醒勉勵。  

1) 全心歸榮耀給神                                       
  
 撒母耳沒有因為這次勝利而驕傲，也沒有因為他的禱告而邀功，他也沒有立石借頌揚神為名來榮耀自
己。相反地，在戰爭勝利後，撒母耳絕口不提自己的功勞，他豎立石頭，稱這石為「以便以謝」，全心歸
榮耀給神，以此作為感恩和紀念。今天，我們也當存著這樣的心來事奉神，不利用神來高抬自己，也不奪
取神的榮耀，凡事為榮耀神而作。

2) 專心見證神的能力
 
 當非利士人來攻打的時候，以色列人正在禁食禱告，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若不是天父憐憫拯救，以色
列人很可能便全軍覆沒了！撒母耳所立的這塊石頭，乃是見證神在米斯巴彰顯的能力，見證著神的拯救。
日後，當人們看見這塊石頭並問起立石的原因，這石頭便成為了證據，見證著神拯救的大能。

 西北溫頌恩堂過去經歷了不同的困難，聚會地點數次搬遷、牧者生病及人事變更，若不是天父的恩典，
使弟兄姊妹同心努力，教會怎會在困難下仍然人數增長，並且還有餘力開展國語事工呢！西北溫頌恩堂實
在是一塊見證著「以便以謝」的石碑，證明神的能力。

馮國豪牧師 （列治文基督教頌恩堂主任，本會前顧問牧師）



3) 堅心倚靠神的信實
 
 撒 母 耳 先 知 立 石 的 用 心 ， 是 要 以 色 列 人
世世代代不可忘記這事件。先知要他們記著只
有從神而來的幫助是最真實可靠的。正如詩人所
羅 門 說 ： 「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建 造 房 屋 ， 建
造 的 人 就 枉 然 勞 力 ；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看 守
城 池 ， 看 守 的 人 就 枉 然 儆 醒 。 你 們 清 晨
早 起 ， 夜 晚 安 歇 ， 喫 勞 碌 得 來 的 飯 ，
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詩篇127 :1-2﹞若然沒有神的信實和幫
助，自己的努力及一切從人而來的幫助都是不可靠的。同樣，十週年堂慶也提醒著弟兄姊妹，
我 們 所 事 奉 的 神 是 信 實 的 ， 祂 的 供 應 遠 超 過 我 們 所 想 所 求 ， 「 到 如 今 耶 和 華 都 幫 助 我 們 」 。

 盼望藉著十週年堂慶彼此提醒和鼓勵，不單追想神過去的恩典，也同時策劃未來，立志見證神的信實
和能力。

“轉眼十年，期間不少艱難都靠主度
過，我們感謝天父，祂是西北溫頌恩堂
「以便以謝」的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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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恭喜，
恭喜西北溫頌恩堂十週年堂慶
我和我一家來溫哥華有八年多，我們與西北溫頌恩堂的關係也有八年多。

我們從新移民人生路不熟開始，到現在以溫哥華為家的經歷，我覺得與西北溫頌恩堂都是分不開的。舉一
個例子吧，我們家的東西是一件一件的買進來，教會裡的弟兄姊妹也是一個一個的被神召回來，越來越興
旺。

回想這些日子，我們都經歷了許多神的恩典。從經常轉換聚會地方，到現在能有固定的主日早上聚會時
間；從女多男少，到現在弟兄姊妹的比例相約；從許道宏牧師生病到經歷主的醫治；再從許道宏牧師的退
休到現在劉傑文牧師的接任，全教會都一同經歷，一同蒙恩，正像頌恩堂的名字一樣，十年裡，天天蒙
恩，天天頌恩。

西北溫頌恩堂本是從基督教頌恩堂和南溫哥華基
督教頌恩堂合力支持植堂而有的，感恩的是我們
現在的西北溫國語頌恩堂也是延續這個異象而來
的。我們的成立全仗西北溫頌恩堂和門諾弟兄會
卑詩省總議會的支持，所以西北溫頌恩堂這十年
裡的歷史和經歷，艱辛和血淚，歡笑和成長正是
我們的榜樣和鼓勵，好叫我們學效你們，勇往直
前。在此，西北溫國語頌恩堂的弟兄姊妹和我不
單要祝賀你們，更要感謝你們的支持和鼓勵。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
的神。』亞伯拉罕是這樣經歷，西北溫頌恩堂也
是這樣經歷，但願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也同樣施恩與我們，願榮耀歸與那獨一真神我們
的救主耶穌基督，阿們！

張家洲傳道
（國語堂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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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rch at the 
Crossroad Dr. Anthony Lo

(Voluntary Pastor)

Every year as the cherry blossom announced the arrival of spring, we know Easter is around the corner. This year some of us spent 
our Easter vacation doing a Mediterranean cruise. Perhaps some of you simply spent your long weekend relaxing or finding time 
to finish the home project you started months earlier. For our college students, perhaps Easter was a time you finally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as Spring-term drawn to a close. For the not so lucky high school friends, I guess Easter was a time of hard labor 
as you geared up for your finals. For most of us, Easter is just another holiday where life went on as usual; nothing special and 
nothing exciting. Yet two millenniums earlier, Easter took on a totally different meaning. At the height of Roman civilization, in some 
backwater land called Judea, a few eccentric Jews adamantly proclaimed that their teacher, a carpenter turned preacher, was 
God and that he had risen from the dead. This preposterous and scandalous claim would later turn out to be the message of hope 
of epochal proportion, a message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the fate of mankind forever. This year I spent my Easter 
holidays in Rome. I had the opportunity visiting two significant landmarks of Christianity, Vatican City, the residence of the pope, and 
catacomb, an underground array of tunnels that served as burial site for Christians martyred during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During my visit to the catacomb, we were led through dimly lit tunnels bored out by Christians of long ago using simple tools. As I 
acclimatized my eyes to the dark I was confronted with columns upon columns of these burial plots dug all the way down to seventy 
feet below ground. To most of us, what these little known Christians did, how they came to their death were inconsequential, but 
their silent yet sober presence bear testimony to who God is and how he impacted their lives. To these Christians, living at a time 
where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was hostile to their cause but at time also take an active role trying to eliminate them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professing their belief is like signing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To them, resurrection must have been so real that they 
were prepared to give up their lives. Across the long dark tunnel I thought I could still faintly hear them cried out, ‘He is risen’ as 
they face their gruesome death. To these Christians, their ideal – the New Jerusalem, their moral code – Law of Christ ‘truth and 
grace’, their hope – the return of their king and their tactics – the way of the cross.

My visit to the Vatican City evoked a different sentiment. The walled city was built at a time when Christianity was not only accepted 
but highly revered. It was a time when the suffering Church became the triumphed institute. It was a time when the Western World 
looked to Rome for spiritual guidance. The moment I stepped inside the city I was captivated by the grandeur of St Peter Square. But 
this experience is nothing compare to my homage to the Vatican Museum, former residence of the pope.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colossal building I was amazed by the splendor of the place where every inch is meticulously and painfully decorated with fresco, 
painting and sculpture from world-renowned artists. These architectural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bear testimony of the maj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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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where Christianity was the dominant force that permeated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ves. But it was also a time when so 
much evil was done in the name of God.  For those in power at the time, their ideal –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their moral code 
– the Bible and human tradition, their hope – building God’s kingdom on earth, their strategy – maintaining a tight control over all 
areas of people’s life and their tactics – coercion, intimidation, compromise and sometime terror.  As I stood in front of St Peter 
Basilica marveling at the imposing structure, admiring the richly ornate façade where tons of marbles statures sculpted by masters 
of bygone era are prominently displayed, one nagging question kept reverberating inside me – What would the average Joe at the 
time think about his God? 

The contrast between my catacomb experience and that of the Vatican was startling. One marked the humbl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 plain, not eye catching, chaotic yet profound and life transforming and the other portrayed Christianity at its pinnacle 
of success, glamorous, influential, organized yet shallow and ineffective. Likewise,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also had 
a humble beginning. Ten years ago, a few dedicated families from the North Shore together with the help of some twenty odd 
mission-minded Christians from Pacific Grace Church responded to God’s prompting, began to explore the viability of setting up a 
Chinese church on the North Sho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stor To-wang, we began to wage war against Satan like the early 
church once did. With little resource and no permanent place to worship, we made do with whatever we had. We used recreation 
centre, school, home and country club to hold our meetings. More than once we moved our worship time to fit the time slot 
available to us. Like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we too had moments of victory and setback. On one hand we tasted success when 
people came to Christ, we stood in awe when God worked wonders among us and we experienced moments of thrill as forces 
of evil were pushed back. On the other hand, we had agonizing moments when key leaders left or felt sick. We felt the pain as 
disagreement and strife broke out among our members and we were dumbfounded when tragedy strikes. In spite of all these, ‘He 
is risen!’ remained our battle cry as we continued to rely on God’s faithfulness and protection. 

Ten years on, as a church we are now more organized. 
We feel more confident in what we do. Though not big in 
size, we are big in our vision and also big in heart. We 
are the first Chinese church to start Alpha course, the 
first to embrace Parkinson’s group and the first to reach 
out Mandarin speaking divorce people. With our excellent 
Hong Kong and China connections, we are able to extend 
our care to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in SE Asia. I would 
consider our church some sort of maverick, if there is such 
an entity! 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our church 
would excel. My concern or my questions is – Can we retain 
the essence of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As we celebrate our 10th anniversary, I think 
it is fitting that we give some thought to this question. It is 
my hope and prayer that ten years from now we can still 
honestly say that we are a New Testamen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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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h Anniversary 
NSPG English Ministries
When the Lord brought us out to NSPG seven years ago it was with the challeng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English speaking Christians 
within a very young Chinese church.

“Young” became the keyword of the ministry. Not only was the church young, the people were also young in age, and almost everyone 
was young in the Lord. It was good that we were free to build from the foundation up, but it was also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 soon 
found out that the North Shore is quite a spiritual battleground as my fiancée (now my wife) and I ended up ramming our car through 
a closed garage door and into the wall during our first visitation. I’ve always known how to make memorable first impression.

The past seven years has brought joy, sorrow, surprise, despair, peace, turmoil, hope, heart ache…… all the growing pains has 
slowly formed and molded us into the people and church we are today. God has always emphasized the journey over the destination 
and we are on quite an excellent journey.

It was always my hope to build a community that is authentic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I’ve seen many churches crank 
out cookie cutter Christians who were all squeaky clean outside, but rotten or dirty inside.  I would rather have a nasty group than 
a phony group. I would rather organize meetings and gatherings that drew people closer to the Lord over meetings for meetings 
sake. On the most part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we were quite nasty for some 
time. I don’t think any other preacher has used the words: “Shut Up!” so often in 
their messages. But we have developed into a group that is open and honest in our 
walk with Jesus.

Our Sunday morning worship service, Sunday school, plus fellowships consists 
mainly of Chinese teens and young adults who come to worship plus grow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fellowship with friends, and live out their faith in Christ Jesus. 
We are also a place for those who are seeking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As we step bravely into tomorrow we hope to develop into a multiethnic, monoculture 
church that will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give glory to God’s kingdom.  

Pastor Joe Lee
(English Ministry)

教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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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celebrate with you,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as 
you mark this ten year anniversary of ministry.  The Pacific Grace vision 
of leaders like Pastor Henry Classen, Pastor Enoch Wong, and Pastor 
David Chan has multiplied into, hundreds of Chinese believers, healthy 
churches, and emerging pastors.  You have continued this multiplying 
vision in planting the Mandarin church on the North Shore.  All of 
the people of the BCMB Conference of Churches congratulate you and 
encourage you to “strain to reach the end of the race and receive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through Christ Jesus, is calling us up to heaven”.

“讓傳福的熱誠、愛教會並    
  謙讓的心，不斷隨著我們。

”

Pastor Simon Yu
溫哥華遠東福音廣播電台同工
曾參予本會早期植堂事工

余志雄傳道

Rev. Steve Berg, Conference Minister of MBBC
門諾弟兄會卑斯總議會主任



兒童事工       簡李婉儀
（兒童事工委員會主席）

兒童事工是要帶小孩子到神的面前認識真理。讓神的話成為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行在神的道上到老
也不偏離。個人主義泛濫，自由放縱成了越界的藉口。父母教養下一代，因着北美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而備
受沖擊。深信若能儘早灌輸神的教導給小朋友，日後必成為他們行事為人及道德的準則。他們將會是教會
及社會的棟樑，讓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成為一顆顆明亮的星星，照亮這個黑暗的世代。

教會成立初期，還沒有英文事工及牧師，所有小朋友不論甚麼年齡，都集中在一起崇拜及主日學。因為年
紀的差別，無論教導及控制秩序上都有一定的困難。感謝神於五年前讓我們可以拓展英文事工，英文部正
式成立後，兒童部亦漸漸成形。經過一年的事工後，教會邀請我出任兒童部部長一職，我在掙扎，問自己
以下的問題:

 •我是否有從神而來的感動及能力去幫助每一位小朋友，把他們帶到神的面前?

 •我是否能真心去愛每一位小孩子?

 •我是否可以統籌超過二十多位同工及主日學老師呢?

 •神呀，有能者四處皆是，為向找我呢?

但神卻要我經歷祂的恩典及信實，當我還遲疑不決的時候，神就讓我經歷祂。我清楚記得那早上一覺醒
來，所有部員的名字及全盤計劃呈現腦中，我高興得不知所措，我清楚知道神要我一個小信的，藉着祂的
大能向前踏出一大步。先求神的國及祂的義，一切也加給你。我感謝主印証祂給我的應許，沒有幾位好部
員及我丈夫George的支持及合作，憑一人的力量，實在無法應付繁雜瑣碎的工作及安排。我在主裏衷心的
向 Mary Lo, Eppie Chow, Angela Wong, Kitty Leung 致謝。在過去數十小時的會議中，我們從未因為意見不合，
而浪費時間去爭拗。神叫萬事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們就是這樣憑著互相尊重和體諒，取長補
短。

過去四年，兒童聚會的人數平均維持於20到30人之間，年齡介乎四至十二歲。除了每星期的兒童信息
外，各牧者輪流於每月的第三週分享主題信息，例如去年每月講一個「聖靈果子」。今年每月講一個「八
福」。每月的第二週，George透過自然科學及生態變化，去探討神創造宇宙萬物的奇妙及偉大。小朋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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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後有美勞，畫畫及遊戲的時間。從去年開始，一班年青人於每月的第四週帶領集體遊戲及工作坊。去
年結業禮的時候，兒童部送給每位小朋友及各家庭一本長達80多頁的紀念冊。內容及不同的封面設計，是
由青年人統籌，小朋友製作的。

兒童部按着小朋友的年齡分配到不同的主日學，在班裏人數較少的環境下，主日學老師更能了解及明白各
兒童的需要，透過互動的方式，小朋友更容易學習聖經的知識。

每一年的母親節、父親節、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由小朋友負責表演及做不同的手工，致送給父母及教會的
家庭，讓他們學習尊敬長者及事奉教會的機會。過去四年的聖誕節，小朋友到西北温老人中心報佳音。當
中不單帶給長者不少的歡樂及温暖，小朋友也學會將神的愛及關懷傳達到教會以外的羣體。

我在此呼籲及鼓勵每一位弟兄姊妹參予兒童事工，特別是年青的一族，你們與小朋友的年紀較接近，你們
是他們學習的榜樣。當你感受到他們的可愛，及見到他們生命有改變的時候，那種滿足感不是筆墨所能形
容的。從前有兩位年青的弟兄，很不願意甚至害怕服侍兒童。感謝神，現在他倆都覺得服侍兒童，再不是
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敬畏神的人有福了，每想起這兩位弟兄，我也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感謝神，榮耀全屬
衪。

我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及青年人，願神的教導，成為他們人生每一個十字路口的指引，「誰敬畏耶和
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詩25:12。希望不久的將來，教會能聘請一位全職或半職的傳道人，
擔任牧養兒童及外展的工作，盼望每一位可愛的孩子的成長，都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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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剛 強 壯 膽 ． 因 為 你 必 使 這 百 姓 承 
受 那 地 為 業 、 就 是 我 向 他 們 列 祖 起 誓 應 
許 賜 給 他 們 的 地 。

只 要 剛 強 、 大 大 壯 膽 、 謹 守 遵 行 我 僕 人 
摩 西 所 吩 咐 你 的 一 切 律 法 ． 不 可 偏 離 左 
右 、 使 你 無 論 往 那 裡 去 、 都 可 以 順 利 。

                                     約 書 亞 記 Joshua 1: 6-7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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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拿
團

感謝主﹗

神賜下“哈拿團契“給一群住在西北溫的就業姊妹。每月兩次
的晚間聚會﹐姊妹們都儘量暫時拋開繁瑣的工作，安靜下來，
一同相聚、聆聽、思想和學習神的話語。在當中，姊妹們互相
鼓勵、提醒、支持、分享、代求等等......如同品嘗一頓神為我
們預備的精緻飯後甜品 -「靈糧」。

求神繼續帶領和祝福哈拿團契，讓更多姊妹可一同參與和享受
神為祂的女兒特別泡製的靈糧美食。                                 
Regina Mak   

感謝神！這個就業姊妹團契已踏入
第五個年頭。自正式命名為哈拿團
契至今，我親眼目睹了不少姊妹生
命的轉化，令人非常鼓舞。聽到別
人講述一段又一段的經歷，不斷去
見證神的真實，實在使人感動，亦
提醒了自己要在神的話語裡好好裝
備，心意要不斷更新而變化，成為
合乎神使用的器皿，並要更積極去
服事人羣。
感謝神賜下這個團契!      羅陳淑嫻
                                       (Teresa)

Fellowship •22

我是中途加入哈拿團，因為要陪一些新的在職婦女參
加, 所以慢慢就留下來繼續與她們一同查經和成長。在
這兩年的參與，我首先獲益良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
跟這些職業姊妹，分享生命，我們有查經，有彼此代
禱、有勉懷、彼此相愛、互相鼓勵、靈命成長、生命
更生、無論個人和家庭都均有改變。我們的團歌就是
團訓和我們信主的目標，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是我們
向你們發出的邀請，謝謝。

Connie Lau

哈拿團契開始時是一個就業姊妹團契。特別為一羣因工作，未能參加教會日間組別的
姊妹，提供一個在主內彼此建立、互相勸勉的團契生活。

聖經是神留給人的話語，其內容並非一些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可以直接應用在每日
的生活上，並且影響著我們的行為與做人處事態度。神是公義和憐憫的。我們學習靠
著神的應許，主耶穌基督十字架上赦罪拯救的大愛，享受在主裡面豐盛的恩典, 一同去
領受這個超越世界的釋放。

團契主要以不同生活系列為主題及福音性研經，讓姊妹們彼此分享，透過聖經中的真
理，更深入認識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得著屬天的智慧去平衡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生活
壓力，並分享夫妻及子女之間和諧共處的心得，經歷神無盡的愛，一同讚美這位慈愛
的天父上帝，享受一個更豐盛的人生。

團契生活



不一樣的團契 彼得團成立於2002年，它是一個專為男仕而設的團契。主要團員包括教會內的弟兄們及他
們的朋友。聚會多在不同團友家中舉行，時間是每月的第一及第三個星期四晚上八時半。

異象及目標 自神創造天地，造男造女以來，男人跟女人一樣都有「神的形象與榮耀」，而且一向以來都
被視為是一家之首。但隨着人性的墮落，時代洪流的衝擊，男人漸漸
迷惘於自己在社會及家庭的身份及角色，甚至無法定位。

透過團契生活，我們希望幫助團友重新樹立男人在神眼中的形象，從
而為自己定位。並鼓勵團友彼此相交、守望、學習及建立。並藉着神
在當中的帶領，使每一位團友都能經歷神，以致靈命得以成長，成為
「榮神益人」的一羣男仕。

團契活動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輕鬆的環境，讓各團友在無壓力下享受
團契生活。因此本團契的活動除包括詩歌敬拜、見証分享、查考聖
經、專題講座、祈禱代求外還有其他較為軟性的活動如電影欣賞、民
歌晚會等等。

歡迎主內弟兄及有興趣認識神的朋友同來參加彼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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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年，與祂一起吃喝玩樂的日子…………

逢星期五早上十時至十二時的例牌式約會，已成了我十年以來的生活習慣。起初很多人都因為這裡有香濃
的「港式絲襪奶茶」和精美茶點而應約；又或者想看看這個「星期五查經班」的底蘊，也好識多幾個西北
溫的人物。吃喝是一個引言，當我們坐下翻開聖經時，我們真正吃喝飽足的是神精美的話語，其味無窮。
登山寶訓、八福、門徒的操練………. ，這些課題今天仍記在心裡，猶有意味，常常儆醒、自勉及學習。可見
這杯西北溫的「港式絲襪奶茶」是何等的情濃。

在星期五早上去查經聚會，我們這一群又確是「閒人」— 閒聊在家的人。除了吃喝，我們近期又加多了玩
的元素：電影分享和郊遊都是邀請新朋友一齊玩，一齊感受神創造的偉大，間中又參加社區的義工，把神
的愛伸展開去，人人互助，樂在其中。參加團契，受神使用，我們再也不作閒人了。

雅各團的團歌是：莫記憂與愁，要快樂常歌唱。在過去十年的日子裡，都依靠著神的信實，叫我們把憂愁
放下，並快樂地天天歌頌神。

你也來報名加入雅各團嗎？
韋黃培鳳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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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ible classes, I have learnt a great deal 
about God’s words and teachings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apply in my daily life. Additionally, 
the deep sharing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have helped me in my personal develop-
ment, spiritual growth and inner healing over the 
years. I have also grown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is has brought great love, joy and 
peace into my life.

In Christ,
Margaret

感謝神，將我帶到星期四查經班，得着可以
享受到大家庭的樂趣，在主內我們有共同的
目標、分享、鼓勵、扶持、代禱。看到弟兄
姊妹在生命上有改變。讓我確信主滿有豐盛
的慈愛，愛裏有憐憫、盼望。Halleluja！

Connie Leung

周賽珊  (Epple)
  
感謝神的帶領 , 我在小組已有6年多的時
間。在這期間知道阻隔着我與神建立親密
關係是什麼？ 因着To-Wang 和 Anthony的引
導 , 小組的代禱、關心、鼓勵, 阻隔着我與
神的牆也逐漸消失 。 

盧陳燕紅

每個星期四的早上，主內的姊妹都會來接載我參加「
小組茶聚」，風雨無間，讓我感動。那份愛心，真真
彰顯了神的榮美！在這裡我衷心地說聲：「謝謝」。

我們一眾弟兄姊妹，彼此就好像一家人。家裡不僅有
歡樂的笑聲，亦能坦誠分享、分憂、扶持。當然還有
盧春生醫生悉心的教導，不單令大家靈命上成長，也
讓我們更加認識自已，更新舊我。

還有一點要提及：星期四的potluck真是非常豐富、美
味，長青長者及各姊妹廚藝了得，大家都很用心預備
美食，使「小組茶聚」，不單有豐裕的靈糧，還有齒
頰留香的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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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團是是西北溫頌恩堂最早成立的團契之一，是在教會成立初期，為一班來自母堂的弟
兄姊妹而設的團契，讓他們在繁忙的工作和事奉中，能回到團契這片青草地、溪水旁歇歇
息；在神的話語裡和弟兄姊妹的關懷鼓勵裡支取力量，為神作工。因此，團契以使徒行傳
的作者路加醫生命名，有帶職事奉神的意思。

隨著教會發展，有未信的朋友和初信的弟兄姊妹加入路加團，也有團友回流香港或轉回母
會。今日的路加團，已轉型成為一個成人家庭團契。

路加團每月兩次在團友家中聚會，
內容有查經和專題分享。我們著重
生命在神裏的重整和建立，希望透
過研讀聖經更深地認識神和認識自
已，又透過團友相交，彼此建立，
互相代禱。我們歡迎在職的朋友加
入我們這個温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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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生活



經過了十年的成長
約書亞團經歷了許多

由Wilson到KT
由一個中學團契變成一個大專團契
(將快變成就業團契)
由天真的小朋友變成了現在成熟的大人
我們都經歷了許多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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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us Fellowship is a youth group that began with just a few teens who wanted to “hang out”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years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place where members come to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for Jesus, and for our community. It is a time to laugh, to play, to grow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with each other. 

Titus is open to all the teens and the meetings are a great place to bring new friends.   

Our meetings consist of games nights, Bible studies, cook offs, movie nights, praise and sharing, 
youth rallies and our ever popular theme nights. There is always food involved, both spiritual 
food and unhealthy but yummy physical food! We have had outings and retreats to Whistler, 
Cultus Lake, Playland, Castle Fun Park, Metrotown, etc.
 
However it is not all fun and games, we spread the love of God through volunteering at places 
such as the Salvation Army soup kitchens where our members helped to serve over 350 inner 
city people in need. Same goes for the Union Gospel Mission, and the Vancouver Food Bank.

W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Titus Fellowship as we put together more and more great 
evenings and outings that all who come will remember to be “Great Times”.

團契生活



你 以 恩 典 為 年 歲 的 冠 冕 . 
你 的 路 徑 都 滴 下 脂 油 .

詩 篇  65:11



過往的十年，若然只為計算在這裡擺上了多少，我情願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但若是見証神的大恩和大能，
我要記得清清楚楚，免得浪費神的榮耀。

往後的十年二十年，不敢以為這裡是我唯一的崗位，無論在那裡、作甚麼，總要認定我唯一的主，生命唯
一的意義：認清楚神給我生命的目的，作主要我作的工。

十載人面幾番新

見証神恩廣且深

未敢佇足向後看

祇管前路再奔往 盧黃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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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帝有個約會
         

夜闌人靜處,  響起了一厥幽幽的Saxophone,  牽起了愁懷於心深處。。。 

一首旋律優美的流行曲﹐一套雅俗共賞的舞台劇, 
教我聯想起教會的生活。。。我們的事奉。。。我們跟上帝的關係。。。
有些時候當我們感覺精神疲乏。。。提不起勁。。。甚至仿似例行公事。。。
去。。。

週日早上參加主日崇拜。。。主日學。。。擔任司事。。。領詩。。。茶水。。。
週一早上忙於預備BSF功課。。。晚上男士 BSF。。。
週二早上四出關顧探訪。。。晚上祈禱會。。。詩班練習。。。
週三早上參加婦女 BSF。。。晚上部門會議。。。
週四早上準備小組茶聚 POT LUCK。。。晚上彼得團契。。。
週五早上雅各團契。。。晚上哈拿團契。。。路加團契。。。國語晚間小組。。。
週末早上看看聖經。。。執事會議。。。晚上約書亞團契。。。提多團契。。。
甚至乎無時無刻。。。跟神對話。。。傾訴。。。禱告。。。靈修。。。

倘若你每次都懷著跟你的摯愛約會那一般的心情。。。赴會。。。
相信你一定更加享受。。。追求。。。盼望。。。每次約會。。。
滿有恩典。。。滿有慈愛的上帝。。。無時無刻。。。都在等。。。
與你會面。。。

 I have a date with GOD 。。。

黃勝偉  Ronni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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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家十載情                
                       

感謝神的祝福保守，讓西北温頌恩堂踏進了第十年。一個不太長，但絕對不是短的植堂旅程。當中我們一
起見證了神的真實。

1997年9月，我們一家蒙神呼喚來到西北温頌恩堂。那天晚上，是陳耀南博士主講的佈道會。我的丈夫很自
然地作了他生命裡的第三次決志跟隨主，但這一次是他最認真的一次。他2000年受浸加入教會。我們夫妻
二人隨即加入詩班，學習侍奉神。當時教會比較多太空人家庭，非常欠缺弟兄，在禱告後，神就奇妙地將
一個一個家庭帶進來。之後，他們都分別出任各部門部長及參與其他侍奉。記得有一個主日因缺乏司琴，
我們連鋼琴都沒有打開，在祈求下神就賜下了不同年齡的司琴。教會崇拜地點亦因種種原因，遷移了多
次，至現在租用西人教會作星期日早上主日崇拜。國語堂亦在2005年9月成立，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神要在温哥華北岸興起祂的教會。

兒子成翰在陳偉成導師帶領下，於2000年亦決志跟隨主。陳偉成弟兄當時告訴我，他對我兒子能如此認真
及清楚明白決志跟隨主的意思，感到驚訝。感謝神！他當時13歲。我們從香港來温哥華定居時，兒子只有
五歲。他第一次在飛機上經過日夜，飛機降落時又看見不一樣的城市，就好奇地問，到底是誰“設計”這
個世界? 使我這個當母親的來個當頭棒喝，更證實了是神讓人知道祂的存在，並自然地尋找祂。兒子今年已
在McGill讀大學二年班，神亦讓他在滿地可的教會裡有良好的成長，去年亦受浸加入教會，學習侍奉神。

至於我這個在17歲就決志跟隨主，19歲受浸加入教會，一直虧欠了父神的女兒，因未好好在主裡成長，
遊遊盪盪了好一輩子，蒙神憐憫，讓我在西北温頌恩堂學習侍奉中成長。得到植堂的許道宏牧師鼓勵，
2002嘗試組織就業姊妹團契。同年亦被當時的傳道部部長梁林美燕姊妹，邀請加入侍奉。她忠心侍主的態
度，對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2003年許牧師及師母，鼓勵我嘗試帶領主日敬拜小組。2004年蒙神使用加入
教會執事會並兼任司數。及後神差派劉傑文牧師來牧養本堂，在他如鷹展翅的帶領下，又經歷了一段新旅
程。作為一個從未參加過服事神行列的我，在過去幾年裡透過侍奉神，大大加深了對神的認識，實在很蒙
恩。

所謂學而後知不足。2002年，我們夫妻二人一起報讀BSF，是一個七年的有系統研經課程。作為平信徒，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途徑去認識神、思想神及了解人神關係的課程。及後又報讀一些延伸課程，立志
在神的話語裡札根成長。雖然日間仍要上班，我們亦從未間斷過課程。因為在靈裡實在獲益良多，我們就
讓這些課程成為我們的靈修系列。

羅陳淑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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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侍奉工作中，神為要操練人的信心，祂會讓你經歷如坐過山車、地震或海嘯般的風浪。在經歷了很多不
一樣的人和事之後，當中你自然會明白為甚麽神吩咐我們要穿上整套軍裝？才去為祂作工。你又自然會明
白神怎樣晝夜眷佑你？神怎樣在困難中擁抱你？神怎樣在危難中引領你並賜下喜樂平安給你？在你要拿出
勇氣踏出挑戰的一步時候，神又怎樣以愛來驅走你心中的懼怕怯懦？使你能剛強壯膽繼續努力去幹。神更
要讓你學習順服的功課。今天的我，很害怕因自我的膚淺無知得罪神，因為神是聖潔公義的、是輕慢不得
的。神的話確實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今天的侍奉使命，是帶領人去認識這位又真又活的神，並且
要幫助更多人和自己一天一天走近神，活出神應許中的豐盛，多作榮耀祂的事。感謝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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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父神，感謝您引領我們一家遷到西溫哥華，這裏什麽都好，有好的學校和居住環境，可是沒有
華人教會，求你興起一間華人教會，讓女兒們有好的團契生活，靈命得以增長。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1994年夏天，我們一家人因孩子的學校問題從滿地寶遷到西溫哥華。由於這兒沒有華人教會，我們每星期
天都要駒車回高貴林港的教會。為了孩子們仍可以有團契生活，每星期五放學後急忙弄點吃的便立刻駕車
到高貴林港的會友家。平時35~40分鐘車程便可到達，星期五的黃昏卻用上一個半小時。那時小女兒思婷還
未滿週歲。當三位姐姐聚會時，還要照顧小女兒，一次聚會要花上四個多小時，回到家裏已是筋疲力盡。
我們堅持到第二年的冬天便放棄了團契生活。以上便是當時的一個禱告。

當我還在滿地寶居住的時候。家裏有一個查經班。後來我搬到西温，又剛生下小孩，師母及其他組員建議
把查經班搬到西温。為的是不用我帶著孩子舟車勞動。其實他們都分別住在高貴林、高貴林港及遠至楓樹
嶺。他們實在活出主耶穌那無私的愛。這時我才深深明白到約翰一書4章19節說的「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
們。」

因為孩子們的關係，認識了從香港來的新移民家庭。因為神愛我，給了我那麽多無私的姐妹的緣故，我也
願意和別人去分享神的愛。我便力邀這位母親來參加我們的查經班。後來更車她及她的一位朋友到高貴林
港的教會崇拜，她們便是Judith和Winnie。我願意這樣做，全因為那幾位姐妹的好見證，以及帶我信主的一
個姐妹的話。當時我對她說「妳對我這麼好，我不知怎樣報答妳！」她卻對我說「不要報答我，只要做在
將來有需要的人身上。」這話令我非常感動，牢記至今。

因為路途遙遠，又帶著小孩，起初也嘗試參加婦女團契，後來也只能返主日崇拜了。下雪天甚至不敢去崇
拜，深覺阻礙了他們及自己的靈命成長，於是便更懇切地祈求在北岸有所華人教會。

神是位奇妙的主。他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不會主動和人交往，如
果沒有Judith可能到今天還未認識那邊箱的一群弟兄姐妹。

約在95年尾，Judith告訴我她正在參加另一個查經班，我生怕是異端，便跟她去看個究竟，在那處認識了
Simon, Frances, Rosanna 和 Jerry，他們都是我們的創會會友，現已回流香港。當然還有Anthony 和Mary，知
道他們都是純正福音派基督徒，便放下疑慮。當時還有初信主的Joan帶著幾個月大的Emma。這就是“雅各

梁林美燕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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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前身，“星期五查經班”。

Rosanna及Jerry是剛來温哥華不久的新移民，在南温哥華頌恩堂(南堂)聚會。當時他們及温哥華頌恩堂(北
堂)，他們的母堂，也是我們現在的母堂，有異象在北岸植堂。於是1996年10月，便和這一群有志在西北温
建立教會的弟兄姊妹開始了植堂祈禱會。

神是聽禱告的神，原來這不只是一位微不足道的母親的禱告，而是眾弟兄姊妹的禱告，兩個教會的異象，
神就成就大事。

1997年1月，西北温頌恩堂在Delbrook Community Centre 開始了第一次的崇拜。在這十年的歲月裏，雖然
不是波平如鏡，但神的恩典夠用，也數算不清。神叫我們在大大小小的波濤裏學習，好讓我們更茁壯地成
長，經得起將來要面對的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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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蔚樑
(Louisa)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回想起我受洗的那一天，那份喜悅的心靈至今還深深的伴隨著我。我
好像一個初生的嬰兒，在神救恩的大愛中得到了新的永恆生命。慈愛的天父每天輕聲的教導我，祂的話語
更新了我的思想，安慰著我的靈魂。我從祂的話語中得到真正的力量，也深深認識到自己是一個蒙恩的罪
人。如今這麼一個充滿了罪惡的世界裡，却蒙神恩典的保守，在今天和將來的日子裡，求神指教我怎樣數
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著智慧的心。

帶著感恩的心，讚美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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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的經歷 宋殿亮
 (David)

最早認識主是在20多年前上大學的時候，學校書店有賣聖經故事的畫冊，因被裏面的故事吸引就買了看。
當時的反應就是要讓我媽媽信，為什麼呢? 因為我媽媽拜偶像很厲害，整天生活在惶恐中，怕得罪這神，怕
得罪那神，而且疾病纏身。那年的暑假，我買了本最大的聖經給我媽看，並告訴她，天地萬物包括人都是
耶和華 - 上帝創造的。上帝是唯一真神，你信祂吧!  我媽看了聖經，就感到心裏暢快多了。恰好那時有傳
福音的到我們那裏，他幫我媽把家裏供奉的各偶像都處理掉了，帶我媽走上了信主的道路。信主以後，我
媽還傳福音給親戚和鄰居，讓許多人都信了主。我們家更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聚會的地方，直到有更適合的
場所。

那時的我，不能說明確信主，也不能說完全不信，因學生身份加上將來在國營公司工作，不利於自己在信
主的道路上發展。但我媽媽常用聖經裏的話語告誡我們要如何行事為人，我也時常翻看聖經，偶爾也去教
堂做禮拜，這樣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我知道自己是個罪人，因“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但神是知道我心裏的終極信仰，他並沒有按
罪過待我，也沒有照我的罪孽報應我，相反郤賜恩給我，至少兩次救了我的命。一次是夏天出海暢泳，由
於年輕，自覺泳技不錯，也想在眾人面前“秀”一下，就游出很遠了，想回游時，感覺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所挾持，並被沖往更遠的方向，這時也感到前胸火辣辣的痛，原來身體多處被礁石上的碎貝売劃傷了，我
意識到碰上“海流子”了，當時真是恐懼萬分，怎麼辦? 想到的就是求神賜給我力量，讓我沖出去，最終我
拼盡了全力，掙脫了“海流子”，平安上岸。托神的福, 我沒有喪命, 真的是家裏一人信主, 全家蒙福啊!

還有一次是到很遠的工廠驗貨，很晚才踏上歸途，司機和我都很累，就在矇矓中，我感覺前方有一團黑色
的東西，就問司機那是什麼東西，但他沒有任何反應，車子仍是高速往前駛，我意識到不好，就趕緊推了
司機一下並大喊“危險”，這時他才有反應，立即轉動方向盤，車子隨即緊貼著那團黑色的東西閃過，原來
那是拉粮草的馬車，司機說，仗著你沒睡，否則我倆就報銷了。真如詩篇所說:“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祂
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詩103:3-4)，感謝神的恩典。

去年春節來溫哥華團聚時，張家洲傳道帶我作了決志禱告，回大連後，基本上每周都去教堂做禮拜，也深
切地感受到夫妻家庭長期分居不好，就下決心來溫哥華了。國內的試探與誘惑實在太多了，最簡單最輕
省的辦法就如主告訴我們所祈禱的那樣，“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因為主實在是知道我們是軟弱的，依主的
話，來溫哥華，儘管不懂英語，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有平安，有家的感覺，也
感謝主給我學英語的能力，進步也很大。

感謝主的引領，讓我最終接受洗禮去見証我已是一個新人。感謝主的大愛，因祂的救贖，靠著我們的信
心，使罪得赦免，也白白地稱義。感謝神! 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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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見証 梁安琪
(Angel)

我的名字叫Angel，是一位還在讀中學的國際學生，我是一名獨生的子女，從小到大，爸爸媽媽都很疼愛
我，因為他們總是滿足我的要求。小時候，我說我想學鋼琴，我爸爸就買了鋼琴給我，還找老師給我上
課;我要媽媽煮什麼菜式，她就會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可以這樣說，我要天上面的星星，他們都會幫我摘下
來。但是來了這裏讀書之後，沒有爸爸媽媽在我的身邊，自己要照顧自己，有時候真的覺得很孤單，我很
羡慕一家大小共享天倫之樂的畫面，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世界上最溫馨，最幸福的事情。在還沒有信主之
前，我感覺到在這裏是無人會關心我的，我在這個世界就是自生自滅的，我的生活很空虛無助，每次我向
我媽媽埋怨我的苦惱時候，她就鼓勵我去教會找一些精神的寄託。

之後，我就開始尋找神: 我去過本地白人的教會和兩個韓國人的教會，但是由於年齡和語言的問題，我始終
沒有找到對神的感動。不過，我那時相信我總會有一天可以真真正正的領悟到神的存在。終於有天，我遇
到我的屋友Rita，她是一位基督徒，她鼓勵我跟她一起到教會，於是我就來到這個教會了。之前聽見很多人
怎麼喜歡這個教會，我都很懷疑，真的好到這樣程度嗎? 來這裏久了自己發現，我很幸運能夠來到這個教
會，在這裏，我可以感覺到很多人都關心我，這裏就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這本聖經，從前對我來說，是
一本很多字、令人想睡覺和可以當枕頭的厚書，現在我知道原來它是神的說話，當中祂要告訴我很多重要
的真理。我明白我原來是一個罪人，但是耶穌基督替我承擔了罪的懲罰，我也求祂赦免我的罪過，接受祂
做我的救主。

其實，我要再次感謝Rita，因為
是她鼓勵我洗禮的。後來我自
己也思考過，我覺得雖然我信
主的經歷比較短，但我感受到
當我祈禱時，神是有在留心聽
我，在我很孤獨無助的時候，
神是會支持我和賜我力量。我
感到信主之後，我的人生變得
豐盛，而且因為信主的緣故，
我擁有永生的確據。所以，我
很確定我生命剩下來的時間，
我都會跟隨著主，以後無論我
在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會參加
教會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因
此，我願意在今天立下這個承
諾，接受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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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心 哪 、 你 要 稱 頌 耶 和 華 、 
不 可 忘 記 他 的 一 切 

恩惠 。
詩 篇  103:2



Photo • 40

珍貴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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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圖片



他 所 賜 的 有 使 徒 、 有 先 知 . 有 傳 福 音 
的 . 有 牧 師 和 教 師 . 為 要 成 全 聖 徒 、 
各 盡 其 職 、 建 立 基 督 的 身 體 .

以 弗 所 書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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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20011996 10月 基
督教頌恩堂差傳部
通過撥款$3000作為
探討西北溫福音工場
費用。並開始祈禱交
通會，尋求神心意。
12月 喬宏午餐佈道
會，108人參加，3人
決志。

1997 
1月 決定試辦聚會三個月，第一次崇拜
78人出席，約有40人居住西北溫。5月 所
有聚會由主日下午改於週六晚上舉行。
6月 “遍傳西北溫”大行動 7月 許道宏
先生正式成為西北溫植堂同工 8月 Alice 
Lake旅行，56人參加 9月 崇拜地點遷往
Delbrook Baptist Church，不同組合的小組
相繼成立。 11月 頌恩堂執事會委出「西
北溫基督教頌恩堂籌委會」。成員:顧問-
陳耀鵬牧師、梁國雄牧師，主席-許道宏，
文書-徐世華，委員-羅明康、李培康、盧
春生、吳炳榮、余碧麗

1998 1月 本堂正式命名為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2月 成人團契首
次聚會 4月 青少年小組正式成為團契，命名為提摩
太團 。舉行第一屆水禮，由梁國雄牧師主禮，有李
寶燈、吳美美、曹胡麗馨及翁潔英 5月 首次舉行差
傳崇拜，莊健牧師主講 「何謂差傳?」 6月 於Man-
ning Park舉行第一屆生活營, 77人參加 8月 Golden 
Ears Park旅行, 90人參加 9月 成立大專小組 10月 於
Delbrook Baptist Church舉行水禮及入會禮,由陳耀鵬
牧師主領，3位新葡為陳玉珊、鄭玉英及谷麗娜;另有
29位兄姊入會 11月 第一屆差傳年會，由陳耀鵬牧師
主領

1999  1月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正式註冊成立，舉行成立典禮崇拜改於上午十時在西Ce-
dardale School舉行, 並開始成人及兒童主日學 4月 水禮,受洗兄姊為李福榮、李繆正琇、李
慧茵、李慧妍、梁皓婷及關婉儀 6月 Princeton Castle Resort舉行第二屆生活營 7月 學校局
終止租用崇拜地點, 崇拜及主日學改於下午二時於Delbrook Baptist Church舉行 9月 往Belcarra 
Park旅行 10月 盧春生醫生擔任本堂義務傳道 11月 水禮及入會禮，受洗姊妹為陳蔡慶英、 
張許佩珍、朱梁玉萍、許陳英棣、及李寶玉；入會兄姊有朱宏偉、朱迪、潘高美雲 。 第二
屆差傳年會,主題為「邁向公元二千﹣本地宣教」，講員為葉陳淑淑醫生

2000 1月 開始國語崇拜, 有55人出席 。水禮及入會禮, 受洗兄姊為陳
桂祥、陳劉惠嫻、李寶煌、許善芳、潘令樺, 入會兄姊有陳俊雄、陳林美
美、簡祖力、簡李婉儀 。4月 水禮及入會禮, 受洗兄姊為陳姚巧蘭、羅
光裕、盧倩雯及黃再安, 此外入會兄姊有陳展鴻、張家洲、張邵也娟、張
黃潤潔及羅陳淑嫻 5月 建堂委員會舉行賣物籌款, 共籌得款項一千多元， 
7月在Cedar Spring舉行第三屆生活營 。 9月 教會旅行, 地點:Alice Lake 。
國粵語崇拜合併舉行 10月 主日崇拜時間改在上午十時正舉行 。 水禮及
入會禮, 受洗兄姊為陳銥琪、朱芷茵、陸海成、陸李月蓮、羅松女、顏志
勳、顏陳少華、黃勝偉、黃陳蕙兒、黃李愛玲、黃楊德英、姚德權、姚
陳惠玲及余嬋, 此外入會兄姊有何慧芬、陸蕙茵及黃錫雄 11月 第三屆差
傳年會, 張子江牧師主領, 主題:尋找天鄉的故事 。許道宏先生按牧典禮於
Delbrook Baptist Church舉行

20011月  蒙盧春生醫生同意借出地庫設置臨時教會辦公室
3月  復活節浸禮及入會禮，受洗兄姊為張曲美清、張偉、張盧
楓、張心曉、張華、張東旭、李陳友娟、謝麟安及黃陳靜梅。
方林亞養姊妹入會。7月  於The Firs Conference Centre舉行第四
屆教會生活營。8月  於Alice Lake舉行教會旅行  10月 成立大
專小組及提多團 。感恩節浸禮及入會禮，受洗的有朱龐瑞湘、
徐麗恩、范李玉泉、馮方小巧、羅承志及羅張運嬌。3位姊妹入
會是周賽珊、胡周昭秀及胡佩麗。11月 第四屆差傳年會，主
題為「全心事奉，一生宣教」，由梁得人牧師主領差傳主日崇
拜。梁得人師母主領講題「信實的神向我們大施慈愛」

大事回顧



1997 - 2001

2002

1月
下 午 自 立 感 恩 崇
拜，晚上假北溫哥
華的Cheer s聚餐共
141人參加

3月
·10個家庭參加合家歡拍照籌款
·復活節浸禮、入會禮及孩童奉獻禮，7位
接受水禮兄姊為蔡張雅進、張璐詩、尹張
兆珩、梁子儉、梁袁娟、徐剛、徐李豔，
李鄭玉真入會，4個家庭參與孩童奉獻

4月 
·Alpha I開課，有
8位慕道朋友參加
·陳耀鵬牧師主領
春季佈道會，講題
『勝過沖擊、活
得出色』，85人出
席，3人決志

7月 生活營假美國The Firs Conference 
Centre 舉行生活營，共74人參加

9月 ·成人團契改組，但以理團及Pioneer 
Clubs暫停。彼得團(弟兄)9/12開始，逢每月第二、四
週四晚8:30舉行(現改為第一、三週四)。
·於Buntzen Lake舉行教會旅行，86人參加10月

·頌恩旋律主領福音歌劇
『未完的故事』，由唐子
明弟兄主講
·感恩節崇拜及入會禮，
入會肢體有：陳麗華、
陳永佳、陳鄭惠英、Joe 
Lee、Nancy Lee
·趙錦德牧師主領培靈
會，講題為『以基督的心
為心』

11月
差傳年會 – 主題『共
負一軛』，由簡耀堂牧
師主講
建堂籌款賣物會，除售賣
手工藝品，並設美食廣場
及攤位遊戲

2月
·18位兄姊參加”Shining 
Thru” 福音訓練
·Alpha II開課，15位完
成Alpha I的兄姊參加

1月
李啟耀正式上任負責英
文事工

2月  
教會辦公室搬到#205, 
1801 Welch Street, North 
Vancouver

4月 
·差傳部主辦“印度宣教之
夜”，由本堂支持的宣教士
Gordon Nickel分享在印度宣教
的經歷
·參加浸禮兄姊為丘鶯鶯、
許景媛、李銓孝、李何見、
李樹麟、謝譚可清及吳建平

8月
英文少青夏令營

9月
·於Cultus Lake舉行教會
旅行
·全心製作主領敬拜讚美
佈道會

10月 
參加感恩節浸禮的兄姊為：
陳國津、陳唐慧儀，入會肢
體為張國棟及張王燕雲

11月 
·差傳部主辦“小城宣教之夜”
由董根先生分享小城宣教事工
·差傳主日，江錦培牧領主講
·建堂基金同樂日

3月  
·何仲柯醫生主領一連三天
的分享、講座、佈道會及主日
崇拜，共15位決志
·梁燕城博士主領福音主日，
講題：憂慮的突破

5月 母親節主日崇
拜，由紅虹女士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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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月  
•正式成立聘牧委員會
•建堂委員會舉辦“每天1元
建堂計劃”
•開始“標竿人生追求計劃”

3月 
差傳部舉辦電影欣賞晚
會，放映「十字架 - 耶
穌在中國」電影第1 及
2 輯

4月 
• 由何蘇緋雲博士主領培靈、佈道會，
於佈道會的兒童節目為「餐桌禮儀」
• 參加復活節浸禮的兄姊：李佩蘭、黃
彭倩影、謝景朗三位
• 差傳部舉辦電影欣賞晚會，放映「十
字架 - 耶穌在中國」電影第3及4 輯

5月 
音樂佈道
主日，由
「風鈴」
樂隊主領

6月 
與西北溫頌主堂聯合主辦
「天作之盒」福音電影欣賞晚會
基教部舉行聖經問答比賽
許道宏牧師因健康理由離職

8月
英文少青夏令營
教會旅行-Deep Cove的
Panorama Park

10月 
8位參加感恩節浸禮：
陳天聖、陳吳薇葦、
陳佩佩、陳加嘉、陳枬
枬、劉佩欣、姚可嘉及
姜浩輝，孩童奉獻：
陳登飛

12月 
•差傳年會，由岑偉農牧師夫婦主領，主題：
我的宣教心
 •聖誕聚餐及浸禮，11位參加浸禮：麥家亮、
陳凱晴、郭海、趙衛平、趙國良、韋銘澧、韋
樂琳、盧陳燕紅、盧澤昌、盧文軒及潘發添。

2005
6月
睦鄰運動，致送小禮物與教會
四周的鄰舍
國語獨立崇拜在教會餐廳舉行
差傳部舉辦波斯之夜宣教聚餐
沙漠及溫泉之旅生活營

11月
• 國語堂舉行“蒙恩的人”音樂佈道會，洪予健博士主講
• 國語堂舉辦領詩/司琴訓練班
• 差傳年會，分別由曾仲池牧師及Ron Pierce主講

12月 
• 兒童佳音隊前往北岸
耆英中心報佳音
• 袁盧艷群接受水禮

History • 50

8位參加復活節水禮：陳瑞芬、鄭慧英、王永強、
程蔚樑、邵也敏、陳素萍、陳蕭慧玲及陳景鴻3月

音樂培靈佈道會-
ACM齊唱新歌主領9月 

• 傳道部與康樂
及總務部聯合主
辦「鐳射激光幻

彩繽紛保齡日」
• 傳道部預備105份「農曆新
年禮物包」供兄姊訂購

2月

• 母親節主日崇拜，由詹維明女士主講
• 小金子主領福音午餐會，主題：絕不孤單5月

正式籌備成立西
北溫國語頌恩堂4月

•劉傑文牧師接受本堂
邀請正式擔任主任牧師

•梁燕城博士主領福音主日，講
題：美麗的傳說-方舟之謎

11月

3位參加感恩節浸禮：梁潘淑
美、Kenneth Ng、韋樂衍10月

劉牧師帶領5位兄姊前往BC內陸小
城宣教
在Barnet Marine Park舉行教會旅行

8月

•兒童部主辦兒童事工工
作坊，講員為饒少莉傳道
•國語堂成立差遣禮

•團契及小組領袖交通聚會
•頌恩旋律主領“忌諱與自由”音樂會
•國語堂開始獨立崇拜

9月

教會生活營，前往
Vernon, Kelowna & 
Osoyoos

7月 

大事回顧



2006
1月
聖樂部舉行“如何帶領敬拜小
組”訓練
差傳部舉辦差傳分享會，由趙
恩泉先生分享

2月  
少年樂團成立
英語崇拜開始第一次
聖餐

3月  
傳道部主辦傳福音訓練，由短宣
中心總幹事洪順強牧師主領

4月 
傳道部舉辦逾越節晚餐聚會
參加復活節浸禮：陳慶昌、張芳梅、張思
恩、蕭鈞如、李恩穎、李貴海、朱靜、林
美玲、張思憫、王靜、梁淯婷、張軍
 

5月 
母親節主日崇拜，由林林少玲師母主
講，主題『美麗的真相』
梁燕城博士主領福音主日，『達文西密
碼的啟示』
與頌主堂聯合主辦ACM北美巡迴音樂
會『意想不到』

6月 
差傳部舉行差傳機構分享會，講
員：徐武豪先生
父親節主日崇拜，由江錦培牧師
主講『廿一世紀的父親』

7月 
夏令生活成長營，主題
為“活得更美好”，地
點：蘭里市的西三一大學

8月 
教會旅行，地點：Golden 
Ear Provincial Park

9月 
團契/小組組長會議
基教部舉辦“不一樣的人生
下半場”講座，講員為Mr. 
David Leung

10月 
國語堂開始在大堂崇拜，時間：11時半
頌恩旋律主領感恩節主日崇拜
差傳部舉辦工作坊，由馮津牧師主講
差傳主日，馮津牧師主講

11月
參加水禮名單：胡陳桂芬、陳銘澤、
陳曉棟及湯何少芬，鄒書明參加入
會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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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國 阿 、 你 們 都 當 讚 美 耶 和 華 . 萬 民 哪 、 
你 們 都 當 頌 讚 他 。

因 為 他 向 我 們 大 施 慈 愛 . 耶 和 華 的 誠 實 、 
存 到 永 遠 。 你 們 要 讚 美 耶 和 華 。

詩 篇  117:1-2



Cantonese Ministry
粵語事工

English Ministry
英語事工

Children Ministry
兒童事工

Mandarin Church
國語堂

Congregational Meeting
會友大會

 Deacons Board 執事會

Senior Pastor 主任牧師

Pastoral Staff 教牧同工

Ministerial Departments 事工委員會

Caring Department 關顧部
Christian Education Department 基教部
Evangelism Department 傳道部
Fellowship / Small Group Department 團契/小組部
Missions Department 差傳部
Music Department 聖樂部
Recreation &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康樂及總務部
Worship Affairs Department 崇拜事務部

*** All Ministries work together to 
back up the Mandarin Church
所有事工均支援國語堂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組織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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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出席率及奉獻

                                                                                 Graph • 55

年份 常費 差傳 建堂

2002 $127595 $18549 $24436
2003 $135323 $18855 $16190
2004 $160413 $15701 $51261
2005 $191089 $18100 $17356
2006 $195632 $13461 $20497

年份 粵語 國語 英語 青年 兒童

1997 55
1998 46 12 26
1999 65 26
2000 86 27
2001 96 17 21
2002 91 20 17
2003 94 20 14
2004 98 25 19
2005 122 24 22
2006 95 45 27 21

崇拜出席率

奉獻

差費

建堂

常費

粵語

國語

英語

年份

人數



十載同稱頌,                             每日証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