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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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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教會主題 

頌恩廿五載     城市的燈台  
默     禱  ..........................................................................  會     眾 

宣     召  ........................ 詩篇 145:1-4 ............................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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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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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 哥林多後書 8:1-3 ........................  眾 信 徒 

啓   應   文  ........................ 教會的本質 .............................  主     席 

講     道  ........................ 城市的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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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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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彼得牧師 盧春生醫生 (按牧典禮) 

主   席 羅陳淑嫻姊妹 盧黄美香姊妹 

敬拜小組 羅陳淑嫻姊妹 盧黄美香姊妹 

司   琴 -- -- 

聖餐襄禮 -- -- 

司   事 翁潔英姊妹  盧陳燕紅姊妹 黃勝偉弟兄  黃陳蕙兒姊妹 

音   響 楊統生弟兄  陸海成弟兄 葉昭信弟兄  高志強弟兄 

數點奉獻 盧澤昌弟兄  盧陳瑞嬋姊妹 盧澤昌弟兄  盧陳瑞嬋姊妹 

幼兒看管 -- -- 

當值執事 盧黄美香姊妹 羅素清姊妹 

關顧大使 周賽珊姊妹 簡李婉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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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餐廳 鄭彼得牧師 

與主同行 

Wednesdays with Jesus 
週三早上10時 樓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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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 普樂聚餐 簡李婉儀 

雅各團 週五早上10時 網上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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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樓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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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上 週 奉 獻 

主日崇拜  137 常費       3,874.40 

粵語   84 感恩       1,830.00           

    英語   53 英語崇拜        3,322.00 

   (兒童)   (--)  合計        9,026.40  

主日學     96       差傳        1,700.00                

    粵語     67    英語差傳                -- 

    英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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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神學系列17：城市的教會 

壹、城市教會的特色  

一、多語言（徒2:4-5）              二、跨文化（徒6:1-5）  

三、國際性（徒8:27-31, 35-36）      四、跨種族（徒10:1, 15-19, 34-35）  

五、新隊工（徒13:1-4）  

六、跨時代（徒12:25；13:13；參可14:51-52；西4:10；提後4:11）  

七、跨界別（徒15:36-40） 

貳、城市事工的張力： 一、創造與救贖          二、真理和愛心  

三、個人及社群          四、地區與全球  

五、合一和多元          六、有權及無權              

七、肯定與神秘          八、使命和誡命  

                   九、過去及未來          十、工作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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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崇拜詩歌名稱: 真神之愛、恩典的記號、全然歸你。 

3. 本週二（9月20日）的實體祈禱會，為盧春生夫婦的按牧感恩及祈禱，鼓勵

各位踴躍參加出席。 

4. 請為未來四週的講員祈禱: 

主日崇拜                   證道 

    9月25日 盧春生醫生(按牧典禮) 

10月2日 鄭彼得牧師 

10月9日 李岑藝玲傳道 (感恩節聯合浸禮崇拜) 

  10月16日 彭順強博士 
 

 

肢體關懷  

1. 9月25日(下主日) 崇拜將提前至早上 9:30 am 舉行，同時為盧春生醫生的按 

牧典禮，會後有慶祝茶點，屆時亦會拍25周年慶祝的大合照。 

（主日學暫停一周），敬請留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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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於今天派發，懇請各 

位儘快填妥更新授權表的資料，並將表格交回 Candy 。 

3. 執事提名委員會建議 Adven，Ben，George，Ronnie 為下屆執事候選人及 

M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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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後截止前交鄭牧師，教會將於 

10月2日公佈最終名單。 

4. 歡迎曾經參加Cultus Lake教會旅行的各位遞交參賽照片，請連同標 題，電 

郵至ronniewong329@gmail.com，9月25日截止(下主日)；經教牧團評審後

， 將於堂慶晚宴時頒獎。 

5. 教會外展組建立了一個臉書的網頁，為了更有效善用社交媒體去接觸新移

民，Facebook名稱為「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外展組」。內容包括：根據新

移民的需要，定期舉辦各種講座、活動和提供生活的資訊。希望各位能踴

躍瀏覽、分享和點讚，並透過大家的網絡去接觸更多的新移民家庭，協助

擴大教會的外展事工。這是外展組的一個新嘗試，期盼大家反饋和建議，

以便做出改進，一起為新移民服務。查詢請與 Ben, Brian, Jason 聯絡。 

6.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新移民探索人生系列 -「移民、新生活、信仰探討」 

日期 : 9月29日(星期四)         時間 : 溫哥華時間晚上 8pm  

主持：鄭彼得牧師(西北温基督教頌恩堂主任牧師) 

如果你相信人是身心靈的有機體，移民就亦需要考慮靈性的課題；歡迎你

來與我們一起探討：神聖的相遇、心靈的醫治、家庭的更新及教會生活等

的話題。 

嘉賓: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的一群基督徒。講座會以網上 Zoom 形式舉行 

（粵語）請按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qbQwUV9YdDtWc3cr6 

請大家及邀請新移民朋友參加。 

7. 彼得團將於10月6日（周四）晚 7:30pm，進行大禮堂的大掃除工作，範圍 

包括：打掃、吸塵、洗廁所、抹枱櫈、換燈膽、抹燈罩、清除蜘蛛網和雜

物等，歡迎各位參加分工合作（計劃於晚上10 pm 前收工，完工後自由參 

加打冷宵夜）。 

8. 今年是教會成立25年，銀禧紀念的大日子。為此，教會有不同的慶祝活動

，其中重點節目之一，就是在10月9日（星期日），感恩節當日舉行感恩晚

宴，一同感謝天父陪伴我們「一起走過25年的日子」。歡迎各位踴躍購票

參加，並且邀請親友一同蒞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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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日期：10月9日（星期日）晚上6時開始 

地點：幸運海鮮酒家（列治文市五路夾Cambie） 

席券票價（每桌10人）：3歲至11歲：每位$20 

12歲至80歲：每位$40，3歲以下和80歲以上：免費   

請向所屬團契團長報名購票，或聯絡教會秘書 Candy 購票。 

9. 哈拿團將於10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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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人 成 長 

1. 本會將於10月9日(主日)舉行聯合感恩節浸禮崇拜，將提前至早上 9:30 am 

開始，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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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qbQwUV9YdDtWc3c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