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th Vancouver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南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
Connecting with Glory 與榮耀相連 (哥林多後書 4:16-18)

2021 年 1 月 10 日
崇拜程序
始禮頌《聖哉三一》 -------------------------------------- 會眾
宣召－詩篇 47:1-2 ------------------------------- 朱薛桂蘭姊妹
頌讚----------------------------- 朱薛桂蘭、林范哲君、孔曾曉靈
祈禱---------------------------------------------- 嚴孝銘弟兄
讀經(1)－詩篇 29 ---------------------------------- 嚴孝銘弟兄
讀經(2)－使徒行傳 8:26-39-------------------------- 嚴孝銘弟兄
講道－『與有榮焉』 -------------------------------- 梁美蓮傳道
奉獻---------------------------------------------- 嚴孝銘弟兄
家事報告--------------------------------------------梁美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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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講 員
傳 譯
領 詩
PowerPoint
影 音
各堂崇拜
英文講員
少年崇拜

01/10 日上午 11:15
嚴孝銘弟兄
梁美蓮傳道
朱薛桂蘭、林范哲君、
孔曾曉靈
方恩德弟兄
黃耀基、楊希蓮、
嚴孝銘、李謝詠裕

01/17 日上午 11:15
黃燕芳姊妹
林壽華牧師
-

今主日
王俊英傳道
陳博仁傳道

下主日

黃燕芳、張保民
李群杏姊妹
黃耀基、楊希蓮、
嚴孝銘、李謝詠裕

Stephen Ramsay
-

家事報告
1. 二十五周年堂慶紀念禮物
會眾每人一隻，已開始派發，請填
寫網上表格 https://tinyurl.com/SVPGblessings，提出所需數量和領
取時間，或與辦公室同工聯絡 svpgmbc@hotmail.com
**請註意紀念杯不適用於微波爐及熱滾水，只適用於溫水及冷水
2. 2020 支出票據憑證 (Disbursement Vouchers) 請於最後今天交給財
務部處理，請各部長留意，逾期不侯。
3. 2021 第一期主日學 將延至 1 月 31 日開課，課程簡介請參考後
頁，即日開始接受報名，查詢可聯絡主日學部部長林奕殷弟兄
（yyzone@shaw.ca）。
4. 復活節浸禮及轉會禮 將於 4 月 4 日舉行，申請受浸及轉會之弟
兄姊妹，請在 1 月 31 日前與教會辦公室或教牧同工聯絡。
5. 少年崇拜(每月兩次) 於今日上午 11:30 – 12:30 網上舉行，下次
崇拜在 1 月 24 日，請各家長留意，並為參與的青少年及組長代
禱。
6. 2021 執事提名委員會
新一屆執事選舉將在 2021 年 4 月 11 日
會友年會中舉行，執事提名委員會現已成立，成員包括: 陳博仁
傳道 (Pastor Justun)、黎穎俊執事(Reijen)、吳嘉敏執事
(Carmen)、陳慶光弟兄(Stanley)及顏玉婷姊妹(Tin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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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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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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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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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執事會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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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會友年會於 4 月 11 日舉行
· 2021 財務預算會議於 2 月 20 日舉行
· 2021 家事座談會於 3 月 28 日舉行
· 通過有關疫情衛生的建議和指南方案
· 批准感謝事奉人員的有關開支預算
11. 2021 全加拿大基督徒冬令會 於 2 月 5 - 7 日舉行
主題：坐看雲起時（從帖撒羅尼迦前書看基督再來的盼望）
講員：陳耀鵬牧師
網上舉行，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詳情及報名：www.cccowe.ca/cccwc2021
12.Serve Stream of Mission Central Conference (前稱「溫哥華差傳
節 Missions Fest」 於 1 月 29-31 日網上舉辦，(需要報名) 。其中
包括由宣教領袖主領的研討會，祈禱會以及敬拜和教導環節。
Youth Rally 青年晚會於 1 月 29 日晚上 7 點舉行:
（https://conference.missioncentral.ca/serve/youth-rally）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
https：//conference.missioncentral.ca/serve

2021 第一期主日學：1月至4月（Zoom 網上互動）
課程： 新常態教會方向

導師：盧健恆牧師
時間： 星期四晚上7:30 – 9:00 （2月4日開課）
報名： https://forms.gle/PUXuLdMUeoXbPPLL6
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課程，因為我們還沒有答案！但這個課程卻是
一個反思的課程，我們會嘗試將教會慣常的程序(崇拜、祈禱會、主日學)
和操作模式 (長議會、領導方針、傳福音) 等重新思考。看看是否在『新
常態』下(其實連教會都沒有很清晰的定義)，教會仍然可以運作如常，
或要重新出發。所以這個課程很適合大家一同來發牢騷和發夢，甚至靠
著聖靈引領,為我們填上答案。導師已有一些想法，但需要您的參與來完
成。
導師簡介：西門菲沙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哲學學士 (B.A.)、加拿大
聯合神學院 (Associated Canadian Theological Schools) 道學碩士 (M. Div.) ，尤
有興趣研究後現代現象。現於 Open Door Community Ministries 事奉並牧養年
青人群體，同時積極參與社區及各級政府的委員會：監獄、毒品、幫派、青年
問題及就業等。

課程: 因著信

導師：顏玉婷姊妹 (Tina)
時間： 星期日晚上8:00 – 9:30（1月31日開課）
報名： https://forms.gle/94bkfxxAayirzkaYA
以希伯來書十一章為中心，研讀經文中的信心人物 (亞伯、以諾、挪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摩西、喇合和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基督)。讓我們從他們身上學習信心的實在、原則、大能及帶來的結果。

課程: 信仰分享與基要真理 導師：梁美蓮傳道
時間： 按需要約定時間
報名： 電郵 sundayschool.pastorlauretta@gmail.com
電話 604-32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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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世界各國領袖禱告，求上帝賜予他們在管治上有公義之心、有
智慧之靈、有憐憫的愛；為各地的弱勢社群禱告，求主幫助他們
在困難中得扶持、得醫治、得安慰與平安；為衣食豐足之民禱
告，求主引領善用資源參與建設，造福社群。
2. 為仍在天災、政治、戰亂與經濟困境中的國家與人民禱告，求主
施恩憐憫、平息禍患，求主賜人回轉歸向上帝的心。
3. 為世界各地日趨嚴峻的疫情禱告，求上帝賜予各國政府有抗疫智
慧和決心、國民堅持健康守則、注重防疫；求主看顧前線醫療人
員的體力與健康、保護學校師生健全。
4. 為新一屆執事有忠心、有愛心、有智慧的事奉禱告。
5. 求主繼續帶領教會方向，賜下合乎上帝心意的牧者。
6. 為主日崇拜在網上事奉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加力、靈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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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團契 / 小組聚會
團契 / 小組
巴拿巴團
種子小組
忍耐組
信實組
仁愛組
恩慈組
良善組
約翰一組
約翰二組
約翰三組
約翰團
路得團
啟發課程查經小組
啟發課程青年小組
長青小組
福音粵曲小組

對象
在職、青成人士
幼兒家長
兒童家長
少年家長
伉儷
成年人士
成年人士
成年人士
成年人士
成年人士
成年人士
女士
啟發課程成員
啟發課程青年員
長者
任何人仕

日期 / 時間
7:30pm
週五
1:00pm
第一、三週六
4:30pm
第一、第三週六
7:30pm
第三週日
3:00pm
每三週一次日
6:00pm
每三週一次週六
7:30pm
第二、四週五
4:00pm
第四週六
7:30pm
第四週六
8:00pm
第三週六
7:30pm
週六(3 月 13 日)
10:00am
第二、四週五
8:00pm
第一、三週五
7:30pm
每二週一次週三
10:00am
第三週二
9:45am
主日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網上視像
(暫停）
(暫停）

外展事工
活動
兵乓球（暫停）

日期/時間
逢週四 7:30 pm

週會地點
教會地庫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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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cywong.ministry@gmail.com
陳博仁傳道 Pastor Justun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justun.chan@gmail.com
行政同工：黃思純姊妹 Joyce svpgmbc@hotmail.com
行政同工及會計/出納：陳翠雯姊妹 Shirley svpgmbc@hotmail.com

South Vancouver Pacific Grace MB Church
(Affiliated with the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rence 隸屬門諾弟兄會)
611 E 50th Ave., Vancouver, BC V5X 1A9
www.svpgmbc.org
svpgmbc@hotmail.com
604-325-5300

英語崇拜
9:30 am
粵語崇拜
11:15 am
少年英語崇拜 11:3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