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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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4日  

使命宣言 
植根北岸   傳揚救恩   轉化生命   服侍社群 

 

2021 年教會主題 

眾男女老幼     齊心榮耀神  
默     禱  ..........................................................................  會     眾 

宣     召  ........................ 詩篇 121:1-2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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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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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希伯來書 13:1-2 .........................  眾 信 徒 

讀     經  .............. 詩篇73:1-5, 17-19, 23-28 ..................  主     席 

講     道  .............................. 站穩 ...................................   林壽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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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壽華牧師 鄭彼得牧師 

主   席 麥何美玲姊妹 陳子恩弟兄 

敬拜小組 麥何美玲姊妹 陳子恩弟兄 

司   琴 -- 劉凱恩弟兄 

聖餐襄禮 -- -- 

司   事 葉黎杏明姊妹   陳蕾姊妹   黃錫雄弟兄 黃楊德英姊妹    

音   響 楊統生弟兄  姚德權弟兄 葉昭信弟兄  陳俊雄弟兄 

數點奉獻 盧陳瑞嬋姊妹/姚陳惠玲姊妹 盧陳瑞嬋姊妹/姚陳惠玲姊妹 

兒童崇拜 -- -- 

當值執事 黃勝偉弟兄 黃勝偉弟兄 

關顧大使 羅明康弟兄 鄺李海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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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美華 

路加團 --  地庫餐廳 姚陳惠玲 

約書亞團 週五晚上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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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36 常費       6,170.00 

粵語  102 感恩          200.00 

    英語   34 英語崇拜          400.00 

   (兒童) (--)  合計       6,770.00  

        56     差傳          900.00                

 粵語教育講座   36 英語差傳                   -- 

 英語主日學   20 發展基金                   --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講道筆記: 
 

 

 

 

 

   家  事  分  享    

祈禱敬拜  

1. 感謝林壽華牧師今天蒞臨證道，願神賜福他的事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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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周崇拜詩歌名稱: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除你以外、每一天。 

4. 本週二晚 (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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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11月21日 鄭彼得牧師 

  11月28日 盧春生醫生 (AGM 年議會) 

12月5日 鄭彼得牧師 

  12月12日 張家洲牧師 
 

肢體關懷  

1. 已開始派發聖誕鞋盒關心大行動的物資，每個鞋盒請貼好標示，連同$10運

費支票放在盒內，最好加上聖誕卡或福音單張；下主日為最後的收集日，

多謝各位的愛心服侍，好去祝福世界各地的兒童。 

2. 週年會友大會(AGM）將於11月28日（主日崇拜後）上午11am 在樓下餐廳 

舉行，請本會會友預留時間出席，亦歡迎非會友列席。 

3. 聖誕節慶祝將於12月18日（周六）晚 6-9pm 舉行，晚膳報名截止日期為 

12月5日（主日），請向 Candy 報名。 

（餐卷每人$10，12歲及以下和80歲及以上人士免費）。 

4. 教會將於12月25日 (周六) 早上進行實體的聖誕報佳音，藉此佳節把福音 

的好消息傳到各個家庭；歡迎弟兄姐妹踴躍參與和建議探訪家庭，詳情請

洽 Candy 或 Vivien So。 

5. 教會預備了有關聖誕節意義的福音單張，鼓勵各位索取並分發給未信主的

親友。 

6. 明年教會堂慶的遊學團，將於7月4-7日（周一至四）舉行，敬請留意。 
 
 

全 人 成 長 

   12月31日年終倒數聚會暫停一次，鼓勵參加同時進行的網上免費之加西冬

令會。 
 

 
 
 

2022 年差傳部財政預算 

2022 Budget for Mission Department  

Missionaries 支持宣教士                                                                                                  $9,000 

OMF (Steve McElroy)                                                                                          1,500 

Multiply of MB (George and Nicoleta)                                                             1,500 

Multiply of MB (Oasis Project)                                                                           1,500 

Pioneer (M Ng)                                                                                                     1,500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Canada (Ian Lau)                                                     1,500 
Inter-Varsity (Vikki Moon)                                                                                   1,500                            
                         
Mission Agencies 支持差傳機構                                                                                    $13,400 

Breakthrough Missions Canada 加拿大突破宣道中心                                    800 

CCHC (Canada) Herald Monthly 號角             800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of Canada 中國信徒佈道會                                    800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家庭更新協會 (加拿大分會外展事工)                 800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CCI) 加拿大恩福協會                1,000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1,000 

Half Crown Media                                                                                                 1,000 

Far East Broadcasting Canada 加拿大遠東廣播公司                                        800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800 

Grace Melodia 頌恩旋律                                                                                        800 

Lifestyle Ministries 生命使團                                                                                 800 

Missions Fest 宣教節                                                                                               800 

Operation Mobilization Canada 世界福音動員會                                              800 

Showers of Blessing 恩雨之聲                                                                                800 

Union Gospel Mission                                                                                               800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ies Canada                                                               800      800          
 
Mission Education 差傳教育                                                                                                  $1,300 

Mission Conference 差傳年會                                                                                700 

Education Fund 教育基金 (Honorarium & Seminar)                                          600 

 
Short Term Mission 短期宣教                                                                                                $2,200 

Short Term Mission 短期宣教                                                                             1,200 

Contingency Fund                                                                                                  1,000 
 
Miscellaneous 雜項                                                                                                                      $200 

 

Total Expenditures Budgeted 預算                                                                                      $2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