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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早堂（英語）    9:30 am – 10:55 am  

午堂（粵語）   11:15 am – 12:45 pm  

少年（英語）   11:30 am – 12:30 pm  

                 (每月兩次) 
 

十一月聖餐主日 11 月 15 日 

               10:00 am – 11:45 am               

 

2020 年 10 月 18 日  

 



十月份主題 : 藉我賜福 
 

 

午堂崇拜程序 

始禮頌《聖哉三一》 ----------------------------------- 會眾 

宣召－詩篇 150:1,6 ------------------------------- 敬拜小組 

頌讚  ------------------------------------- 敬拜小組/會眾 

祈禱  -  ---------------------------------------- 李慧恆姊妹 

讀經(1)－馬太福音 22:15-22 --------------------- 李慧恆姊妹 

讀經(2)－以斯拉記 3:1-6 ------------------------ 李慧恆姊妹 

講道－『玫瑰花人生』 --------------------------- 嚴國樑牧師 

奉獻  ---------------------------------------- 李慧恆姊妹 

家事報告  -------------------------------------- 李慧恆姊妹 

榮耀頌《榮耀頌》 ------------------------------------- 會眾 

祝福-------------------------------------------梁美蓮傳道 

差遣曲《願恩澤擴張》 --------------------------------- 會眾 

 

 

事奉人員 10/18 日上午 11:15 10/25 日上午 11:15 

主  席 李慧恆姊妹 黎穎俊執事 

講  員 嚴國樑牧師 謝瑞龍牧師 

傳  譯 - - 

領  詩 敬拜小組 敬拜小組 

影  像 鄺兆鳴弟兄 陳淇浩弟兄 

音  響  
黃耀基、楊希蓮、 

李謝詠裕 
黃耀基、楊希蓮、 

李謝詠裕 

 

各堂崇拜 今主日 下主日 

英文講員 林壽華牧師 Stephen Ramsay 

少年崇拜 陳博仁傳道 - 

 

 

 



 

家事報告        2020年10月18日 

1. 鳴謝講員 感謝神帶領本立比頌恩堂主任牧師嚴國樑牧師於今

主日向我們宣講神的話語。 

 

2. 2020  會友年會(AGM)並執事選舉將於今天下午 1:30－3:30  於網

上 Zoom 視像舉行。根據教會章程，至少需要有 25％的活躍會

友出席才能舉行會友大會，並且每項動議至少需要三分之二在

場的活躍會友和議才能通過。 詳情如下： 

· 預先註冊鏈接已經發送出去，參加會議的會友應該已經預先

註冊。 

· 請在下午 1:30 登錄到預先註冊鏈接(會議於下午 2:00 正式開

始)。每一位活躍會友必須使用一個可上網的裝置參加會議，

才能確認身份和參加網上投票。 

· 會上將進行執事選舉，請謹記投票『不超過三位』。若已經

事前郵寄選票的話，切勿在網上再次投票。所有實票將於今

天在會友大會開始之前進行點算，票數將與網上投票相加，

結果將於 10 月 25 日公佈。 

· 如不能成功登入 Zoom 會議或中途出現特殊情況，請聯絡教會

辦公室 604-325-5300。 

 

3. 少年崇拜（每月兩次） 今天崇拜於上午 11:30–12:30 網上舉

行，下次崇拜日期為 11 月 8 及 22 日，請各家長留意，請為參

與的青少年及組長代禱。 

 

4. 聯合差傳年會 年會於 11 月 6－8 日分別以中文及英文舉行。 

今年主題為「在逆境中履行不變的召命」講員為蕭聯生牧師。

蕭牧師是香港環球福音差會(WEC Hong Kong) 宣教士。於 1987

年一家三人同往西非加納(Ghana)宣教，至今三十三年。 在工

場上致力從事跨文化福音工作，同時以辦學、植堂為使命，表

達對當地人的關懷。近十年多來更在當地回教區舉辦優質基督

教學校服事當地人。  



 

時間:   

· 11 月 6 日(週五)及 11 月 7 日(週六)晚上 7:30 – 9:00 網上舉行。 

·   11 日 8 日(差傳主日) 崇拜時間上午 11:15 直播進行。 

 

5. 執事會 9 月 26 日會議紀錄已貼於教會報告板上，如想索取副

本，請與辦公室聯絡。摘要如下： 

· 取消 25 週年堂慶晚宴 

· 登記進入會友大會註冊截止日期為 10 月 16 日中午 12 時 

 

6. 因應疫情，教會暫停所有現場活動與聚會，直至另行通知。 

此段期間： 

· 主日崇拜（英語早上 9:30、粵語早上 11:15）以網上直播進

行，請登入網站 svpgmbc.org/live 參予崇拜。教會將定期評 

估健康風險情況，並會作出相應調整。 

· 辦公室暫停開放，請留意網站更新消息，與辦公室同工 

聯絡  svpgmbc@hotmail.com 

· 弟兄姊妹請謹記保持衛生清潔，如不幸受病毒感染，請立 

即通知辦公室及教牧同工，以便關顧照應、跟進、並代禱。 

 

7. 關顧代禱  教牧同工樂意為你守望，特別在此困難和變化多端 

的時代，如有代禱事項，請用電話或電郵聯絡牧者（參看後 

頁電郵地址），並請隨時更新。 

 

8. 教會聘牧 主任牧師聘牧委員會及英文牧師聘牧委員會已展開 

聘牧過程，請會眾祈禱記念。 

 

9.   外堂消息 

大溫哥華研經培靈會 2020 年 10 月 22-25 日晚上 7:30  

YouTube 網上直播 https://bit.ly/vcemf2020   

主題：『入世而不屬世的與神同行』 

講員：陳琛儀牧師(多倫多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創會及顧問牧師） 

mailto:svpgmbc@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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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可通過以下途徑 

1. 支票 

· 抬頭：SVPGMBC 或 South Vancouver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 郵遞教會地址：611 E. 50th Ave., Vancouver BC, V5X 1A9 

· 附上便條說明：姓名、個人奉獻徵信號碼、金額、奉獻指定

類別（常費/差傳/固定資產基金/其他） 

2. e-Transfer 銀行電子轉賬服務 

· 請於閣下銀行戶口登記 e-Transfer 服務，設定 SVPGMBC 為收

款人，輸入收款人電郵 offering@svpgmbc.org 

· 奉獻時輸入金額，在『備註 Memo』欄內，註明：姓名、個

人奉獻徵信號碼、奉獻指定類別（常費/差傳/固定資產基金/

其他） 

查詢或申請個人奉獻徵信號碼、更改通訊地址，請聯絡教會辦公室 

 

代禱事項 

1. 美國加州至今已發生 8200 多場山火，燒毀 400 萬英畝土地，多處

仍在撲救中，不少居民需要撤離，求主保守消防員安全、掌控天

氣以壓制火勢、災民得安慰與幫助。 

2. 世界疫情嚴峻，確診人數累增，求上帝賜予各國政府有謙卑與智

慧同心抗疫、國民堅持健康守則，不致鬆懈。為前線醫療人員的

體力與健康禱告。 

3. 為復課後師生的學習與安全求主看顧。 

4. 求主在今天的會友大會中給教牧同工及執事們加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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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求主繼續帶領教會方向，賜下合乎上帝心意的牧者。 

 

6. 主日崇拜在網上直播事奉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加力及賜平安。 

 

7. 為少年崇拜（Youth Worship）與兒童主日學的方向禱告，為兒

童、青少年的學習及事奉人員有智慧有能力代求。 

8. 為長者及幼兒家庭在疫情中有身、心、靈健康與平安。 

9. 為懷孕母親譚黎嘉恩姊妹(Joyce)祈禱，求主賜平安。 

 

 

 

 

 

 

 

 

 

 

 

 

 

 

 



團契 / 小組聚會 

中文部 

團契 / 小組 對象 日期 / 時間 

巴拿巴團 在職、青成人士 週五     7:30pm 網上視像 

種子小組 幼兒家長 第一、三週六     1:00pm 網上視像 

忍耐組 兒童家長 第一、第三週六 4:30pm 網上視像 

信實組 少年家長 第三週日  7:30pm 網上視像 

仁愛組 伉儷 每三週一次週日  3:00pm 網上視像 

恩慈組 成年人士 每三週一次週六 6:00pm 網上視像 

良善組 成年人士 第二、四週 7:30pm 網上視像 

約翰一組 成年人士 第四週六 4:00pm 網上視像 

約翰二組 成年人士 第四週六 7:30pm 網上視像 

約翰三組 成年人士 第三週六 8:00pm 網上視像 

路得團 女士 第二、四週五 10:00am 網上視像 

啟發課程查經小組 啟發課程成員 第一、三週五 8:00pm 網上視像 

啟發課程青年小組 啟發課程青年成員 每二週一次週三 7:30pm 網上視像 

長青小組 長者 第三週二 10:00am (暫停） 

福音粵曲小組 任何人仕 主日 9:45am (暫停） 

    

英文部 
Pi 團契 英語青年、成年 第一、三週五         7:30pm    (暫停） 

 

外展事工 
活動 日期 / 時間 週會地點 聯絡人 

乒乓球(暫停） 逢週四 7:30 pm 教會地庫 羅君明執事(Felix) 

 

教牧同工：   

林壽華牧師 Rev. Paul Lam (義務顧問牧師） 

梁美蓮傳道 Pastor Lauretta(中文事工/暫代同工主任)laurettaleung@yahoo.ca 

王俊英傳道 Pastor James(英文事工)9 月 20 日－ 11 月 28 日放假                                           

陳博仁傳道 Pastor Justun(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justin.chan@gmail.com 

 

行政同工：   

黃思純姊妹 Joyce svpgmbc@hotmail.com 

 

會計/出納及行政同工： 

陳翠雯姊妹 Shirley   svpgmbc@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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