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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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  

本月主題：在新生命中與榮耀相連  
 

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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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篇 103:1-2----------------------------------黃燕芳姊妹 

頌讚--------------------------------------------黃燕芳、張保民 

祈禱 ----------------------------------------------- 嚴孝銘弟兄 

讀經(1)－詩篇 4 ------------------------------------ 嚴孝銘弟兄 

讀經(2)－出埃及記 15:22-27 ------------------------- 嚴孝銘弟兄 

講道－『先苦後甜』 --------------------------------- 林壽華牧師 

奉獻 ----------------------------------------------- 嚴孝銘弟兄 

新一屆執事會就職及禱告------------------------------林壽華牧師 

家事報告--------------------------------------------梁美蓮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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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 林壽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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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人員 04/18日上午 11:15 04/25日上午 11:15 

主  席 嚴孝銘弟兄 黎穎俊弟兄 

講  員 林壽華牧師 潘士宏牧師 

傳  譯 - - 

領  詩 黃燕芳、張保民 吳國祥、吳冠希 

PowerPoint 鄺兆鳴弟兄 嚴吳紫君姊妹 

影  音 
黃耀基、楊希蓮、 

嚴孝銘、李謝詠裕 

黃耀基、楊希蓮、 

嚴孝銘、李謝詠裕 
 

各堂崇拜 今主日 下主日 

英文講員 Stephen Ramsay 王俊英傳道 

少年崇拜 - 陳博仁傳道 



 

家事報告                                             

1. 鳴謝講員 感謝神帶領本堂義務顧問牧師林壽華牧師於今主日向我

們宣講神的話語。 

 

2. 謹代表教牧團隊和執事會 感謝上週參加會友年會的會眾。有 108

位活躍會友和 4 位非會友出席。 對於參加執事選舉並在選舉中投

票的弟兄姊妹，我們感謝大家對教會的愛護和忠心。 

 

執事選舉結果：曾元頌(Ian) ，孔維嘉(Brian) ，黃仲宇(Maria) 

任期為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 

 

新一屆執事會成員:  

曾元頌(Ian) ，孔維嘉(Brian) ，劉黃燕珍(Karen)，羅君明(Felix) ， 

吳顏思敏(Monica)，黃仲宇(Maria) 請會眾祈禱記念。 

 

感謝卸任執事 陳梁綺玲(Elaine)姊妹，吳嘉敏(Carmen)姊妹 、黎

穎俊(Reijen)弟兄及林世鴻(Terence)弟兄在過去執事任期期間的忠

心事奉。 

 

3. 電話語音參與崇拜 為協助沒有電子工具參加網上崇拜的弟兄姊

妹，現已開通使用『電話語音』參與崇拜，請通知有需要者，欲知

詳情，請聯絡教會辦公室。 

 

4. 2021 第一期主日學  

· 新常態教會方向（星期四晚上 7:30 - 9:00）導師：盧健恆牧師 

· 因著信（星期日晚上 8:00–9:30）導師：顏玉婷姊妹 (Tina) 

查詢可聯絡主日學部部長林奕殷弟兄（yyzone@shaw.ca）。 

 

5. 兒童網上聚會 Children Bible Story (CBS）適合 7-9 歲兒童，主日上

午 10:30-11:00 網上舉行(聯合崇拜主日除外)，詳情請與陳博仁

傳道(Pastor Justun)聯絡。 

 



 

 

6. 少年崇拜(每月兩次) 今日上午 11:30 – 12:30 網上舉行，下次崇

拜在 4 月 25 日，請各家長留意，並為參與的青少年及組長代

禱。 

 

7. 三月份奉獻報告： 

  一月至二月 三月 

常費 $63,210.55 $33,785.37 

差傳  $11,300.12  $2,385.00 

資產基金  $2,625.00    $15.00 

總額 $77,135.37 $36,185.3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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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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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差傳消息 穆斯林的齋戒月是今年 4 月 13 日至 5 月 12 日。 在這 30

天裡，鼓勵基督徒特別為穆斯林世界祈禱。 在下面的鏈接中，可

以了解全球和本地有關穆斯林世界的信息和視頻。 也可以下載 30

天祈禱指南。 下載文件需要支付$ 2.50 的費用，請聯絡差傳部報

銷，電郵: svpgmbc.missions@gmail.com  

 

 

 

mailto:svpgmbc@hotmail.com
mailto:svpgmbc.missions@gmail.com


 

為穆斯林世界的 30天祈禱運動 
https://www.30daysprayer.com/  

· 參加始於 1993 年的國際祈禱運動，我們提供成人和兒童指南，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祈禱。 

加拿大齋戒月祈禱指引 
https://lmtn.outreach.ca/prayramadan  

· 從“一同愛穆斯林“下載［加拿大祈禱指南］或訂閱通過每天

電郵送上的提示，學習怎樣為穆斯林鄰居祈禱。＊即將推出

2021 更新版＊ 

祈禱播報－愛穆斯林的視頻 

https://prayercast.com/love-muslims-home.html  

· 在這裏可訂閱針對穆斯林世界的祈禱視頻，視頻庫中有很多精

彩的視頻，請用些時間觀看和祈禱。 

齊愛穆斯林的節目 

http://www.lovingmuslimstogether.ca/events  

· 在這裏可找到有關齋戒月結束前在加拿大各地在線舉行的“能

力之夜“祈禱會的資料，你可加入其中一個，和其他人一起祈

禱，讓真光照亮黑暗。 

 

11. 肢體消息  
· 唐詩謠姊妹(Cadence) 於 4 月 5 日安息主懷，家人要求我們在

這段悲傷的時間內尊重他們的隱私。求主安慰家人。追思會於 

4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於網上舉行，鏈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40qi7pgmo 
網絡鏈接將分享至 4月 23 日（星期五），請自行決定是否與認

識唐詩謠姊妹或她家人的朋友分享此鏈結。 

· 唐子明弟兄及家人懇辭花籃，款項請以“Cadence”名義捐贈

“Foundry’s Provincial Initiative “ 

https://foundrybc.ca/donate/donate-foundry-provincial-initiative/ 

· 欲向家人發送慰問及支持的信息，可用以下網址發送 

https://www.dignitymemorial.com/en-ca/obituaries/vancouver-

bc/cadence-tong-10141885（請注意，這些網上信息是公開的） 

 

https://www.30daysprayer.com/
https://lmtn.outreach.ca/prayramadan
https://prayercast.com/love-muslims-home.html
http://www.lovingmuslimstogether.ca/even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40qi7pgmo
https://foundrybc.ca/donate/donate-foundry-provincial-initiative/
https://www.dignitymemorial.com/en-ca/obituaries/vancouver-bc/cadence-tong-10141885
https://www.dignitymemorial.com/en-ca/obituaries/vancouver-bc/cadence-tong-10141885


 

 

12. 第 49 屆大溫哥華研經培靈會 

由基督教大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團契主辦，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

（週四至週日）晚上 7:30 視頻聚會，主題『神愛我們到底』，講

員：蔡少琪牧師博士，粵語講道，國語翻譯，YouTube 頻道 
http://bit.ly/2MWTHQ6 
 

13. 有關悲傷，心理健康和支持的資源： 

1) CAMH 資源-（參閱第 17 頁起，在兒童和青少年悲傷時提供支

援）https://www.camh.ca/-/media/files/guides-and-
publications/hope-and-healing-en.pdf 

2) Foundry BC 為年輕人提供免費諮詢（包括面對面/網上會面）

電話：1-800-784-2433 

網站：https://foundrybc.ca/get-support/ 

3) Kids Help Phone 為年輕人提供免費諮詢 

電話：1-800-668-6868 網站：https://kidshelpphone.ca/ 
 
 
 

 
 
 
 
 
 
 
 
 
 
 
 
 

http://bit.ly/2MWTHQ6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amh.ca%2F-%2Fmedia%2Ffiles%2Fguides-and-publications%2Fhope-and-healing-en.pdf&data=04%7C01%7C%7Cd4fb09dc81c3423c877c08d8feb15372%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753938484219052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RR3vmsLFKxAZCg1Hrim2Jpomlrz9h7hfKfcTS0vzqDM%3D&reserved=0
https://na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camh.ca%2F-%2Fmedia%2Ffiles%2Fguides-and-publications%2Fhope-and-healing-en.pdf&data=04%7C01%7C%7Cd4fb09dc81c3423c877c08d8feb15372%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7539384842190529%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RR3vmsLFKxAZCg1Hrim2Jpomlrz9h7hfKfcTS0vzqDM%3D&reserved=0
https://foundrybc.ca/get-support/
https://kidshelpphon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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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ering@svpgmbc.org


 

中文團契 / 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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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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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團 成年人士 週六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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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展事工 
活動 日期/時間 週會地點 聯絡人 

兵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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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ttaleung@yahoo.ca 

王俊英傳道Pastor James(英文事工/暫代同工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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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翠雯姊妹 Shirley  svpgmbc@hotmail.com 

會計助理：林范哲君姊妹 Edna  svpgmbcacct@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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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聖經故事 10:30 am 

粵語崇拜     11:15 am 

少年英語崇拜 11:30 am 
 

mailto:laurettaleung@yahoo.ca
mailto:jamescywong.ministry@gmail.com
mailto:justun.chan@gmail.com
mailto:svpgmbc@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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