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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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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岑藝玲傳道 (感恩節聯合浸禮崇拜) 鄭彼得牧師 

主   席 羅陳淑嫻姊妹 許胡佩珊師母 

敬拜小組 許恩約姊妹 Nicole 許胡佩珊師母 

司   琴 羅朱迪姊妹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黃錫雄弟兄 黃楊德英姊妹    周賽珊姊妹 許景媛姊妹 

音   響 葉昭信弟兄 林震華弟兄 盧澤昌弟兄 陳俊雄弟兄 

數點奉獻 林胡麗麗姊妹/盧澤昌弟兄 林胡麗麗姊妹/盧澤昌弟兄 

兒童崇拜 -- -- 

當值執事 黃勝偉弟兄 黃勝偉弟兄 

關顧大使 蘇江唯薇姊妹 羅明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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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11 常費          940.00 

粵語  73 感恩          570.00 

    英語  38  英語崇拜                -- 

   (兒童) (--)  合計       1,510.00  

     主日學    62     差傳          100.00 

     粵語    38 英語差傳                   -- 

     英語    24 發展基金                   --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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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二晚(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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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執事及部長的聯席會議將於11月6日(周六）下午 2pm 舉行，請為各部長 

與執事和教會明年全年的事工祈禱。 

4. 為幫助教會更有效記錄及核實你的奉獻，請清楚填上名字和銀碼、奉獻編

號與電話號碼；未有奉獻編號的，請向教會辦公室索取，再次多謝你忠心

的奉獻。 

5.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10月17日 鄭彼得牧師 

 10月24日 羅志明牧師 

 10月31日 盧春生醫生 

11月7日 郭展能傳道 (福音主日) 
 

 

肢 體 關 懷 

1. 執事提名委員會建議 Irene 朱梁玉萍姊妹為下屆執事候選人及 Esther 
李鄭玉真執事競選連任。選票於今天及17日派發，最終結果將於10月 
24日公佈；請所有會友為此祈禱，並請熱烈參與執事選舉投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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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傳道部與彼得團合辦「新移民稅務講座」將於11月4日 (星期四) 晚上8pm 

舉行，本次講座邀請了加拿大註冊會計師 Eddie Yau 游英輝弟兄為新移 

民講解加拿大的稅務概要。講座會以網上 Zoom 形式舉行，請踴躍邀請 

新移民朋友參加，詳情請與Ben或Adven弟兄聯繫。 

  2. 下次的福音主日將於11月7日舉行，講員為郭展能傳道（恩雨之聲總幹事）

，特別講座則由區澤光弟兄主講有關溫哥華的教育事務；請各位為講員及

未信主的親友祈禱，並到時努力邀請他們出席。 

3. 聯合頌恩堂的差傳年會將於11月5-6日（周五、六）晚 7:30pm 在網上舉 

行，講員為莊健牧師，請各位預留時間出席。 

 

 

 

 

 

  代  禱  事  項    

 
1. 為本會教牧鄭彼得牧師和盧春生醫生(粵語堂)，Pastor Eileen Li (英語堂) 

，張俊德傳道及 Pastor Dave (國語堂) 代禱；請特別為國語教會的候任 

帶領牧者張世勛牧師（Paul）及 Sue 師母代禱，希望能順利取得工作簽 

證於明年1月1日到任。 

2. 為本會祈禱，以致無論男女老幼，都能在此認識耶穌、經歷上帝、順服聖

靈、齊心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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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我們社會的重要議題代禱，如：加拿大的新政府、新冠疫情及省政府的防

疫政策、最新一波的香港移民潮，願神所賜的平安及圓滿能遍滿全地。 
5. 請為全世界的國家大事祈禱，如：全球新冠疫情的受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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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ments (English Ministry) 
 

1 Sunday School 
11:15-12:15pm - meet at Fireside Room across the Chapel. 
Topic: The Nature of the Resurrected Body. 

2 Fellowships 

Titus: Fri, Oct 15 @ 8:00-10:00pm  Church in-person 
           TBA 
Theo: Thu, Oct 21 @ 8:00-10:00pm  Church in-person/Zoom 
        Book Study: Ch.6 Spiritual Gifts in Relationship 

3 

Prayer Requests 
 
 
 

*Send your  
prayer requests 

to Pastor 
Eileen* 

 

1. NSPGMBC:  Pray for growth as we adjust back to 
physical worship & reach out across all ages & cultures. 

2. Pastor Eileen:  Pray for her and her family as they adjust to 
work and family life. 

3. Canadian Residential School:  Pray for Canada’s steps 
towards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4.    Joint Mission Conference:  Pray for God’s guidance as led 
by Pastor Justun Chan and speakers from Multiply.   

       Conference dates is from Nov 5 to 7
th

. 
5.    Soo Loh: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OMF)/                     

Half Crown Media (HCM)] 
Praise God that HCM website at 
www.halfcrownmedia.com  has been launched.  Please 
pray for the vision of the Hudson Taylor movie to be 
shared widely.  

6.   John Cuddefor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inistries:  
       He is semi-retired. Pray that he may focus his energy as 

Campus Director UBC.  Pray for Yoori Shen (SFU Campus 
Director) as she takes over his role as Vancouver City 
Director.  

 

http://www.halfcrownmed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