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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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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2022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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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翰福音 4:23-24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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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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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歷代志上 29:11-12 .......................  眾 信 徒 

啓   應   文  ............................ 罪與惡 .................................  主     席 

講     道  ........................ 城市的哀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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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春生醫生 

主   席 麥何美玲姊妹 盧黄美香姊妹 

敬拜小組 麥何美玲姊妹 盧黄美香姊妹 

司   琴 --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翁潔英姊妹  任許景媛姊妹 黃錫雄弟兄  黃楊德英姊妹 

音   響 葉昭信弟兄  高志強弟兄 陸海成弟兄  游英輝弟兄 

數點奉獻 姚陳惠玲姊妹  梁潘淑美姊妹 姚陳惠玲姊妹  梁潘淑美姊妹 

幼兒看管 黄呂衛紅姊妹 鄭慧英姊妹 

當值執事 朱梁玉萍姊妹 羅光裕弟兄 

關顧大使 鄺李海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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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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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堂 李鄭玉真 

彼得團 -- 網上團契 陳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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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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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91 常費        1,810.00 

粵語   55 感恩           200.00 

    英語   36 英語崇拜           -- 

   (兒童)   (--)  合計         2,010.00  

主日學     49     差傳            200.00                

    粵語     24    英語差傳              -- 

    英語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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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市的哀歌 
壹、背景：聖城被毀、聖民被擄（哀2:18-19）  

一、大城變寡婦、王后成進貢、朋友是仇敵（哀1:1-2）  

二、錫安在哭泣、城門正荒涼、祭司都嘆氣（哀1:3-6）  

三、哀哭的操練：城市的悲情？人民的慘況？  

貳、子民：悲哀投訴、盟約盼望（哀1:18）  

一、神發怒傾覆、神切斷聯繫、神毀壞保障（哀2:1-3）  

二、神像陌生人、神變成敵人、神棄絕同在（哀2:4-7）  

三、反省的操練：上帝的位份？我們的角色？  

參、上帝：悅納讚美、聆聽哀歌（雅5:13）  

一、堅信有指望、神慈愛憐憫、期盼新事物（哀3:21-24）  

二、等候與尋求、仰望及靜默、管教的善果（哀3:25-27）  

三、盼望的操練：上帝的性情？我們的配合？ 

肆、使命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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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信實無變、祝福裡的琢磨、動力信望愛。 

3. 本周二（5月24日）實體祈禱會的代求重點是認識及為剛入會的弟兄姊妹祈

禱，晚上8時正在小禮堂舉行，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4.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5月29日 盧春生醫生 

 6月5日 鄭彼得牧師 

   6月12日 鄭彼得牧師 

   6月19日 盧春生醫生 (父親節) 
 

 

肢體關懷  

1. 陳宗禮弟兄（Roy）的安息禮拜，將於5月26日（本週四）上午 10 am 在 

科士蘭墓園舉行(3789 Royal Oak Ave, Burnaby），歡迎各位出席，亦請繼 

續為 Rita 及家人祈禱。 

2. 教會25周年慶祝活動：5月28日（本周六）下午 3-5pm 將舉行中英文堂羽 

毛球友誼賽，希望大家踴躍參加，並盡快向 George 報名。 

3. 團契部將於6月18日(週六)下午 1-5pm 在教會停車場舉辦「團契家庭同樂 

日」，節目包括集體遊戲、扭汽球、幸運輪、影相舖、並有豐富食物等。

歡迎各團友帶同家人參加，為方便食物的安排，敬請向你們的團契負責人 

報名。是次活動亦為 Harvest Project 籌集食物及用品，請參加者到時每人 

帶一件或以上他們需要的食物和用品: Peanut Butter and Spreads/Canned 

Fruit and fruit cups/Granola Bars/Cookies and Crackers/Coffee 1lb pack ground/ 

Flour, Sugar, Salt, Pepper (all 1 to 2 lbs packs max)/Oil, Vinegar 500ml bottles 

max/Rice 1lb pack/Toothbrushes, individual packed/Toothpaste, small and 

regular size/Soap, Shampoo, Conditioner/Toilet Paper/Grocery Gift Cards. 

 

4. 教會將於6月5日上午 11:15 am （崇拜散會後），在樓下餐廳舉行家事分 

享會，請各位預留時間出席（主日學將暫停一次）。 

5. Sean 將於6-8月期間，在本會英文堂任義務的事工學徒，請為他祈禱。 

 

外展佈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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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移民適應系列 

一、大溫地產知多少 

日期 : 6月9日（周四） 

時間 : 溫哥華時間晚上8 pm 

講員：地產經紀（associate broker）黃勝偉先生（Ronnie） 

內容 : 為新移民講解大溫地區房地產狀況和須知（講座會以網上 Zoom 

形式進行） 

二、行山露營滑雪安全小貼士 

日期 : 7月16日（周六） 

時間 : 溫哥華時間早上10 am 

地點：北岸搜救隊總部 

語言：英文，不設翻譯（實體講座） 

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並踴躍邀請新移民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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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