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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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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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世記 12:2-3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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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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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申命記 14:22-23 .........................  眾 信 徒 

讀     經  ............................ 詩篇 93 ................................  主     席 

講     道  ........................ 耶和華作王 .............................   劉傑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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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Chan (Interim EM Pastor) 604-809-9201 

 

 本 週 崇 拜 下 週 崇 拜 

講   員 劉傑文牧師 鄭彼得牧師 

主   席 許胡佩珊師母 陳俊雄弟兄 

敬拜小組 許胡佩珊師母 陳俊雄弟兄 

司   琴 --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盧陳燕紅姊妹   翁潔英姊妹    楊梁雪華姊妹   陳蕾姊妹    

音   響 盧澤昌弟兄  林震華弟兄 楊統生弟兄  姚德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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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光裕弟兄 羅光裕弟兄 

關顧大使 蘇江唯薇姊妹 鄭鄒穎雩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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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上團契 陳子恩 

雅各團 -- 網上團契 馮美華 

哈拿團 -- 網上團契 簡李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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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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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01 常費       4,345.00 

粵語  65 感恩       1,100.00 

    英語 36  英語崇拜                -- 

   (兒童) (--)  合計       5,445.00  

     主日學     -- 差傳          300.00 

     粵語     -- 英語差傳                   -- 

     英語     -- 發展基金            300.00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事工由國語堂負責 

 (--) 
  



講道大綱: 

從詩篇93篇開始到100篇，是一組以神為王的詩篇。「耶和華作王！」這宣告重覆出現 

(93:1，96:10，97:1，99:1)，「神的主權」是這組詩篇所強調的真理。 

A. 耶和華的統治是至高無上的 (93:1–2)   

1. 耶和華作王！  (1a, 參出 3:14, 34:6-7; 徒 17:25)  

2. 祂以威嚴為衣。(1b) 

3. 以能力束腰。 (1c) 

4. 世界就堅立，永不動搖。 (1d, 參詩33:9-10)  

5. 祂永永遠遠坐在寶座上。  (2, 參詩 103:19) 

B. 世人的叛逆是注定失敗的 (93:3–4)   

1. 好像大水揚起，波浪澎拜。 (3, 參詩 2:1-4) 

2. 但耶和華的能力大過一切。 (4,  參詩 29:10) 

C. 神的啟示是非常確實的 (93:5)   

1. 祂的法度最為確定。 (5a, 參詩119:160) 

2. 祂的殿宜永稱為聖。 (5b, 參林前3:17; 約17:17) 

結語：你對「耶和華作王」當有怎樣的回應? (參詩 95:1-3; 96:10-12, 97:1; 羅8:28-39; 

猶24-25等) 

  家  事  分  享    

祈禱敬拜  

1. 感謝劉傑文牧師今天蒞臨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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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詩歌名稱: 天地讚美、恩典的記號、榮耀上帝。 

4. 國語教會今日下午二時召開特別會友大會，決定聘牧一時，請大家為這重

要的事情代禱。 

5. 本週二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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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次的福音主日將於11月7日舉行，講員為郭展能傳道（聲雨之聲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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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9月19日 鄭彼得牧師 

  9月26日 盧春生醫生 

10月3日 鄭彼得牧師 

 10月10日 李岑藝玲傳道 (聯合感恩浸禮崇拜) 
 

肢體關懷  

1. 教會於本周六（9月18日）下午4:30-7:30 pm 舉行中秋迎新晚會，為方便 

預先準備獨立包裝餐盒，請各團友透過團契報名，未有團契者請向 Candy 

報名（截止日期為: 今天）。 

2. 一年一度的ICC「走長城」慈善行活動 , 將於9月25日(周六) 舉行，因 

受疫情的影響，本會（粵/英堂）將聯合國語教會在西溫 Ambleside 海傍 

舉行自家的「走長城」，9:30am 開始由 Park Royal 沿海傍步行至 

Dundarave 後沿路折返 (約8公里)。 因疫情措施，本活動將限於 50人以 

下，建議佩戴口罩。今年教會籌款的目標為 $3,000，有興趣者請預早報名 

(team NSPG)，詳情請點擊：https://fundrazr.com/nspgmbc20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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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亦可按推選執事守則、由兩人聯名、經被提

名者同意簽名作實去書面推薦其他候選人，並於9月26日前交鄭牧師，教會

將於10月3日公佈最終名單。執事選舉將於10月10日及17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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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將在9月26日的主日崇拜中向 Pastor Andrew 致謝，請各位繼續為英文 

堂教牧轉接各項適應代禱。 
5. 提醒各位，本會的疫苗接種證明政策將由明天生效，必須接種最少一劑疫

苗才能進入本教堂的建築物，敬請留意；我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會因此受

影響，僅此致歉。 

 全 人 成 長 

  

1. 主日學今天課程有：經卷《尼希米記》(樓下餐廳）、             

專題《聖旨到》（三號房：因空間有限，只限12人）、                                               

《信仰與教會》（鄭牧師辦公室），鼓勵各位踴躍參加學習成長。 

2. 本會將於感恩節（10月10日）舉行浸禮及轉會禮，呼籲未受洗的基督徒向

鄭牧師報名，亦請欲把會籍轉入本會的弟兄姊妹與鄭牧師聯絡。 

3. 教會仍有10本陳兆儀醫生的遺作《與肺癌共舞》，免費贈送、先到先得，

請與鄭牧師聯絡索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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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完成產假及安息年假回來復職，Pastor Andrew Chan 將於9月30日 

完成過渡事奉而離職，張俊德傳道及 Pastor Dave (國語堂) 代禱。 

請特別為國語教會帶領牧師的聘牧一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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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聯邦大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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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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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