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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聯合崇拜暨浸禮及入會禮  

Thanksgiving and Baptismal Joint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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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禱 

Silent  Prayer 
 ..................................................................................  

會     眾 

Congregation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 帖撒羅尼迦前書1 Thessalonians 5:16-18 .........  

主     席 
Chairperson 

祈     禱 

Prayer 
 ..................................................................................  

主     席 

Chairperson 

頌     讚 

Worship 
 ..................................................................................  

敬拜小組 

Singspiration Team 

奉     獻 

Offering 
 ................ 申命記 Deuteronomy 24:19 ....................  

會     眾 
Congregation 

受浸見證 

Testimony  

Hannah Ho, Ivan Lan, Louisa Lo, Markus Leung, 

Matthew Leung. Nathaniel Chan, Rachel-Claire-

Fung, Sonia Dunn & Trevor  Kwan 

浸禮新葡 Baptism 

致送證書 /禮物
及大合照  

Certificate, Gift  

and Group Pic  

. .................................................................................  浸禮新葡Baptism 

浸禮 Baptism  ..................................................................................  浸禮新葡 Baptism 

入會禮 /大合照  
Membership Transfer  

and Group Pic  

.Eddie Yau, Roger Ng, Iris Ng, Kelvin Tsang, 

Theo Tsang, Gloria Sun, Sam Ho .............................  
新會友Transfer 

講     道 

Preaching 

  .... "Growing by Faith,Empowered by Grace"                         

信心成長, 恩典加力( Psalm 詩篇100) ....................  

        （翻譯 translator：Jasper Lee 李顯彰）   

李岑藝玲傳道 

Pastor Eileen 

家事分享  
Announcements 

 ..................................................................................  牧者 Pastors 

三 一 頌 

Doxology 
 ..................................................................................  

會     眾 

Congregation 

祝     福 

Benediction 
 ..................................................................................  

鄭彼得牧師 

Pastor Peter 
 

  粵語崇拜： 主日早上9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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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岑藝玲傳道 (感恩節聯合浸禮崇拜) 彭順強博士 

主   席 許胡佩珊師母 陳俊雄弟兄 

敬拜小組 Daniel Lau 陳俊雄弟兄 

司   琴 -- 居晉弟兄 

聖餐襄禮 -- -- 

司   事 葉黎杏明/陳羅煥姿/Andy/Nancy    陳鄧靜芬姊妹  陳蕾姊妹 

音   響 葉昭信/姚德權/Theo 陸海成弟兄  林震華弟兄 

數點奉獻 黃楊德英姊妹  姚陳惠玲姊妹 黃楊德英姊妹  姚陳惠玲姊妹 

兒童崇拜 -- -- 

當值執事 羅光裕弟兄 李鄭玉真姊妹 

關顧大使 周賽珊姊妹 蘇江唯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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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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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上團契 葉昭信 

哈拿團 週四晚上8時 皮膚護理講座-教會 簡李婉儀 

雅各團 週五早上10時 户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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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上團契 George/Amy Kan 

主日崇拜 主日早上9時30分 大禮堂 鄭彼得牧師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網上崇拜點擊- 95)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49 常費       5,970.00 

粵語  95 感恩       1,050.00 

    英語  54  英語崇拜                -- 

   (兒童)  (15)  合計       7,020.00  

     主日學    93     差傳       1,500.00 

     粵語    75 英語差傳                   -- 

     英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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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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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部長聯席會議將於11月5日(周六）下午 2pm 舉行，請2022/3年的執 

事及部長預留時間出席。 

 

4. 現時，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的途徑奉獻:                                                           

1.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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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ddress: nspgmbc.offering@gmail.com），                        

3. 採用教會網頁上的 PayPal，多謝大家忠心支持教會的各項事工。 

 

5.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10月16日 彭順強博士 

  10月23日 羅懿信牧師 (差傳年會) 

  10月30日 盧春生牧師  

11月6日 鄭彼得牧師 
 

 

肢 體 關 懷 

1. 今天晚上舉行感恩晚宴，一同感謝天父陪伴我們「一起走過25年的日子」

，分享天父賜予我們屬靈之家的恩典，一起述説天父如何與我們走過蒙福

的日子，晚上6時開始。 

地點：幸運海鮮酒家（列治文市五路夾Cambie） 

 

2. 下屆執事候選人為 Adven，Ben，George，Ronnie 及 Morris 競選連任，選 

票於今天及下周(10月16日) 派發，點票會於10月16日崇拜後進行，最終結 

果將於10月23日公佈，請所有會友為此祈禱，並請熱烈參與執事選舉投 

票。 點票：Justina Hui 及 James Lam，監票：Fred Lo 及鄭彼得牧師。 

 

3. 是時候更新本會的會眾通訊錄了，希望大家都願意被列入此通訊錄內，目

的是用於彼此聯絡和互相關懷（地址及緊急聯絡人的資料，僅供教牧及關

顧用途，不會刊於通訊錄內）。如你的所有資料與 2021 的通訊錄相同， 

無須更改，只需在表格的空欄內填上 (√) 便可；另外有關退稅資料請在空 

欄內註明你本人或配偶是否需要電子退稅收條。懇請各位儘快填妥更新授 

權表的資料，並將表格交回 Candy ，截止日期:10月30日。 

 

 

 

                       

                         外 展 佈 道 

  1. 哈拿團將於10月13日（本周四）晚上8pm，在教會餐廳舉辦「天生我皮必

有用：秋日進補防凍傷皮膚護理」講座，邀請經驗註冊美容及講師 Phillis 

Cheung 主講，會略帶信仰信息。誠意邀請各女士及新朋友參加，查詢請 

聯絡 Amy Kan（604-7891268）。 

  2. 年度差傳大會將於10月18，21， 23 日（周二及周五晚、主日早上）舉行， 

講員為羅懿信牧師，屆時亦會跟進烏克蘭的難民事工，請各位預留時間出

席。 

會  外  消  息 

   
加西冬令會將於12月27-31日（周二晚至周六早）在 Richmond 的 Sheraton 

 酒店舉行，粵語講員為郭文池牧師，分食宿及純聚會的套票， 

已開始接受網上報名（http://www.cccwc.ca/）。 

 

9月17日執事會會議記錄撮要 

 

1.  教牧同工及執事評估。 

2.  感恩節聯合崇拜，英文部9位受浸、4位轉會；粵語堂3位轉會。 

3.  小禮堂裝修在預算中完滿完成。 

4.  英文部聘請助理傳道。 

5.  主日9:45am時段的嬰幼兒部仍需要人手。 

6.  地庫日間托兒中心更新5年租約。 

7.  考慮合併教會中英文網頁。 

8. 聖誕節慶祝:12月17日聖誕音樂崇拜；除夕倒數:12月31日晚於網上舉行。 

9.  下次開會日期：10月8日。 

 
Announcements (English Ministry) 

 

1 Sunday School No class today. Resume  next Sunday @11:30am 

2 
NSPGMBC 

 Dinner 

 Tonight @6pm Continental Seafood Restaurant 

   11700 Cambie Rd, Rmd.   Get your tickets from Nancy. 

3 
EM Fellowships Titus: Fri, Oct 14 @7:30-9:30pm, Fireside. Manuscript Study 

Theo: Fri, Oct 14@7:30-9:30pm, Chapel. Small groups 

4 

Prayer Requests  

*Send your   

prayer 

requests to  

Pastor Eileen 

1. Baptized members and membership transfers: May 

God protect their faith and use them for His glory.   

  

2. Praise God. We raised $8168 for ICC Walk the Wall. 

Please pray more funds will be raised to help abandoned 

kids in China. May God’s healing and peace be on them.   

 

3. Jessie K (P2C):-God to give her strength as she 

serves as a campus ministry intern and be faithful 

in her walk in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