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 奉 人 員 
 

 

本 週 聚 會 預 告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Affiliated with the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rence)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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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教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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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 詩篇 105:1-2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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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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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哥林多後書 9:10-11 .......................  眾 信 徒 

讀          經  ...................... 希伯來書 5:14 ...........................  主     席 

講     道  ........................ 屬天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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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何美玲姊妹 盧黄美香師母 

敬拜小組 麥何美玲姊妹 盧黄美香師母 

司   琴 --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陳蕾姊妹  黃陳蕙兒姊妹 林胡麗麗姊妹  梁潘淑美姊妹 

音   響 羅子賢弟兄  高志強弟兄 林震華弟兄  高志強弟兄 

數點奉獻 林胡麗麗姊妹  盧陳瑞嬋姊妹 林胡麗麗姊妹  盧陳瑞嬋姊妹 

幼兒看管 -- -- 

當值執事 陳子恩弟兄 李鄭玉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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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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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黎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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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樓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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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22 常費       4,830.00 

粵語   81 感恩            30.00           

    英語   41  英語崇拜/感恩       1,800.40 

    合計       6,660.40  

  主日學    46               差傳          440.00                

    粵語    20     英語差傳            140.00 

    英語    26 發展基金              30.00 

 

 

  
  



講道大綱: 聖經倫理系列 6：屬天的智慧 

壹、道德智慧  

一、定義：適時地了解及應用聖經的教導在對的場景中（來 5:14）  

二、特徵：                                                          

1. 智慧來自上帝（羅 16:27） 

2. 敬畏認識上帝（箴 9:10） 

3. 言行順服上帝（詩 36:3；37:30） 

4. 謙卑溫柔和平（箴 11:2；雅 3:13-14,  17-18） 

5. 智慧來自聖經（申 4:5 -6）  

6. 學習累積知識（箴 10:14；18:15）  

7. 聽勸教受訓誨（箴 12:15；15:31；19:20）  

8. 憑信心求智慧（雅 1:5 -7） 

貳、個案研討：戰爭與和平  

一、門諾弟兄會：和平主義（約 18:36）或公義戰爭（路 3:14；         

徒 10:1）  

二、合宜的防衛  

1. 耶穌的教導（太 5:38-39；參約 18:22-23；徒 23:2-3） 

2. 要避開危險（約 8:58-59；林後 11:32-33） 

3. 適當的武力（出 22:2-3；斯 8:10-11；路 22:36 -38） 

4. 期待受逼迫（彼前 4:16） 

5. 饒恕愛仇敵（太 5:43-45）  

三、應用：習武與防狼？基督徒軍警？擁核武震懾？槍械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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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貴十架、不可能的愛、陶造我生命。 

3. 本周二（3月 21日）實體祈禱會的代求重點是「頌恩杯」高球外展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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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採用 PayPal，毋須行政費用，捐獻者可透過電郵立即收到奉獻 

    收據，請上教會網頁:www.nspgmbc.org 查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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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6日 盧春生牧師 

4月 2日 鄭彼得牧師 

4月 9日 鄭彼得牧師 (復活節 CC/EM聯合崇拜) 

  4月 16日 鄭彼得牧師 (福音主日) 
 

肢體關懷  

1. 教會獲市政廳的口頭允許，可於主日早上在紅十字會的停車場內（Windsor 

街及 Stanley 街）停泊汽車，以緩解附近街道的緊張情況，敬請各位考慮。 

2.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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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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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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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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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成長  

1. 新一季的主日學課程，將於 4月 2 日開課，教會亦將重新恢復於 11-11:30 

am 期間的茶敘時間，敬請各位留下來交誼和學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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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外 消 息 

1. 華聯會的聯合受苦節崇拜，將於 4 月 7日（週五）上午 11am - 12:30pm 在 

Fraserview MB Church（11295 Mellis Dr., Richmond）舉行，崇拜將由頌恩

旋律負責，講員是湯紹源牧師；很難得能與其他門諾弟兄會的基督徒於受

難節時一起敬拜，請各位盡量預留時間參加。 

2. 大溫培靈會將於 4月 27-30日（周四至日）晚 7:30 pm 在聖道堂（5110 

Marine Dr., Burnaby）舉行實體的聚會，講員是董家驊牧師（國語講道、粵

語翻譯），鼓勵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