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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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9日  

使命宣言 
植根北岸   傳揚救恩   轉化生命   服侍社群 

 

2017 年教會主題 

頌恩二十載    見證到萬代  

默     禱  ..........................................................................  會     眾 

宣     召  .......................... 詩篇122:1 ..............................  主     席 

始 禮 頌  .................... 榮耀歸與最高神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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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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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提摩太前書6:6-8 .........................  眾 信 徒 

見          証  ..................................  .......................................  張王燕雲姊妹 

講     道  ......... 體統與益處(哥林多前書13:5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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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會 詩  .......................... 浩瀚神恩 ...............................  會     眾 

 

 粵語崇拜： 主日早上9時45分 粵語主日學：主日早上11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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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春生醫生 (義務傳道) 604-728-4182 

  Pastor Robert Gardner (Interim EM Pastor) 778-807-6988 

 

 

 本 週 崇 拜 下 週 崇 拜 

講   員 鄭彼得牧師 鄭彼得牧師 

主   席 盧黃美香姊妹 盧黃美香姊妹 

敬拜小組 盧黃美香姊妹 盧黃美香姊妹 

司   琴 吳天能弟兄 吳天能弟兄 

聖餐襄禮 -- 姚德權/周賽珊/鄭慧英 

司   事 張王燕雲姊妹 姚陳惠玲姊妹 陸李月蓮姊妹 朱梁玉萍姊妹  

音   響 陸海成弟兄 陳銘澤弟兄 

數點奉獻 梁潘淑美姊妹 林胡麗麗姊妹 盧陳瑞嬋姊妹 姚陳惠玲姊妹 

兒童崇拜 麥何美玲姊妹 張璐詩姊妹 簡祖力弟兄 丁曉春姊妹 

當值執事 黃錫雄弟兄 鄭慧英姊妹 

關顧大使 陸李月蓮姊妹 鄭鄒穎雩師母 

聚 會 時 間 地 點 聯 絡 人 

婦女茶聚 週一上午10時 地庫餐廳 Irene Chu 

耆樂茶聚 -- 火爐房 Catherine Leung 

聖經預查班 週二晚上8時 小禮堂 鄭彼得牧師 

與主同行 

Wednesdays with Jesus 
週三上午10時 Connie 家 Eppie Chow 

彼得團 週四晚上8時 地庫餐廳 Fred / Victor 

雅各團 週五上午10時 火爐房 Lynn Kuang 

哈拿團 週五晚上8時 地庫餐廳 Esther Lee 

路加團 -- 地庫餐廳 Joann Woo 

約書亞團 週五晚上8時 火爐房 Ada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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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25 常費      1,352.00 

粵語       83 感恩         260.00 

    英語       42 英語崇拜         275.25 

   (兒童)       (39) 合計      1,887.25  

主日學       90 差傳         320.00 

     粵語                    68          英語差傳           300.00                 

英語       22 發展基金                 --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23) 
  



講道大綱:            美滿群體系列（三）：體統與益處（林前13:5a） 

 

壹、不做不合體統事：    一、虧待未婚妻（7:36） 

 二、愛筵分等級（11:17-22） 

 三、混亂的崇拜（11:6；14:39-40） 

貳、不求自己的益處：    一、會否受轄制？（6:12） 

二、能否造就人？（10:23-24） 

三、有否榮耀神？（10:31） 

例子：保羅的榜樣（9:1-4, 14-19） 

健康的罪咎（guilt） 病態的羞愧（shame） 

1. 針對特定的負面行為 誇張消極的自我控訴 

2. 感受：自然困窘、極之尷尬 信念：一無是處、毫無價值 

3. 嚴厲責備、喚醒良知 渲染誇大、草率自虐 

4. 明白自我責備於事無補 鼓勵某形式的自我懲罰 

5. 以穩健步伐實踐積極改善 停留於狠批、無建設改變 

6. 合理期望：放棄不實際目標 殘酷要求：與完美標準掛鉤 

7. 接納自己的限制 忽視優點與價值 

8. 認罪道歉、釋放平安 持續悔愧、無法解脫 

9. 與信賴的朋友， 

分享失敗及遺憾 

陷於自我孤立， 

寂寞及逃避人群 

10.恩典轉化、接納更新 投射上帝、厭惡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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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詩歌名稱：神是愛，寶貴十架，活出愛。 

3. 本週二（10月31日）無祈禱會，聖經預查班（pre-study）將於晚上8時正 

舉行，請各團契的查經員先細讀列王紀下第14章並準時出席。 

 4.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11月5日 鄭彼得牧師 

  11月12日 謝仲賢牧師 (福音主日) 

  11月19日 盧春生醫生 

  11月26日 鄭彼得牧師 
 

肢體關懷  

1. 今晚 7pm在本堂舉行「美麗傳奇音樂佈道團」由劉港源音樂總監率領新 

班子組合，並邀請喬媽小金子姊妹為分享嘉賓。傳福音的好機會，呼籲每 

一位會友能夠最少邀請一位新朋友蒞臨參加！ 

2. 冬令時間將於11月5日凌晨開始，請各位弟兄姊妹在11月4日(週六)晚上睡
前將時鐘撥慢1小時。 

3. 執事選舉：三位執事候選人均全部當選，請為 Ronnie， Wilson 及KT在 
2017-18年度執事會的事奉祈禱。 

4. 彼得團聚會，11月2日(本週四) 晚上8pm 於本教會地庫餐廳舉行。 

專題查經: 舊約列王紀下第14章，由 Fred弟兄主領。 

5. 執事部長聯席會議將於11月4日(本週六)下午 2pm 舉行，請準時出席，亦
請各位為教會眾領袖代禱。 

6. 今年最後一次的福音主日在11月12日(主日)舉行，由我們熟悉的謝仲賢牧

師主講，題目是「你搬家了沒有？」。讓曾經歷「瀕臨死亡」的他把心路

歷程娓娓訴說，並如何得著救恩的福樂。謝牧師是本地認可的註冊臨床心

理輔導員，會主持為照顧者而設的講座「我為人人，誰為我？」。照顧家

中長期患病者的家屬及看顧年老體弱的老人家，往往令照顅者有心疲力盡

之感，講座將提供關顧別人後自我關顧的重要及秘訣。請會眾踴躍邀請未

信主的親友參加。(詳情請參閱附上的插頁) 。 

7. 為讓家長們透過參與服侍更多了解兒童事工的運作，從而使教會的兒童得

著更好的培育與服侍，教會將於11月開始由丁曉春 (Grace Ding) 姊妹聯絡 

及編排家長們每週的服侍表，請弟兄姊妹積極踴躍參與及回應。願祂的教

會興旺，城中平安。 

8. 鞋盒事工又開始了！今年加拿大捐獻的鞋盒將送往中美洲、西非及烏克蘭

。教會希望藉此事工將神的大愛傳揚出去。彼得團於今天在教會餐廳派發 

空鞋盒並於11月12日回收鞋盒，請於每一鞋盒內放上一張 $10支票作行政 

及運費之用，擡頭 “ Samaritans Purse”。如錯過了教會收集時間，請於 

11月13-19日親自送往North Shore Alliance Church (201 East 23Rd St. North 

Vancouver) 。查詢請聯絡 Victor或Fred。 

9. 服務社群，一向是教會的宗旨及期盼。獅門醫院基金會為了向住在西北溫

的華人推廣他們的工作，與教會合辦兩次醫學講座，由兩位華裔專科醫生

分別用粵語及國語主講泌尿科及心臟科疾病的治療及預防。日期及詳情如

下：11月15日(星期三) 晚7-8:30pm：周定偉醫生主講泌尿科(語言: 

英語/粵語) 。11月21日(星期二)晚 7-8:30pm：周育如醫生主講心臓科 

(語言：國語) 。不容易安排的聚會，不容錯過。敬請邀約你左鄰右里的 

華人朋友前來參加。教會備有大量講座宣傳單張供索取，並且歡迎向傳道

部查詢及提供宣傳渠道。 

10. 教會將於12月9日(週六)晚舉行聖誕聯歡晚會，6時正開始聚餐，7時半舉行

綜合晚會。節目豐富，包括歌唱、話劇、遊戲、問答比賽及信息分享。餐

費每位$10 (12歲及以下小童免費)，請預留時間參加並邀約親友出席。 

請儘快向Candy 或 Lynn 報名，查詢請聯絡團契部 Victor。 

11. 圖書館10月書籍推介: 馬丁路德傳－改教者馬丁路德的生平和當時他所 

身處的宗教和政治環境。約翰衛斯理傳 － 循道衛理會創立人的一生。 

 

會外消息  

1. 今晚 7:00 pm，夫妻節，於聖道堂 (5110 Marine Drive, Burnaby) 舉行。 

2. 11月4日 (週六)  晚 7:30 pm，傳統聖詩頌唱會，於聖道堂 

 (5110 Marine Drive, Burnaby) 舉行。 
3. 11月26日 (週日)  晚 7:30 pm，聖樂團聖誕音樂會，於 Fraserview Church 

(11295 Mellis Drive, Richmond) 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