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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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日  

本月主題：在服侍裡與榮耀相連 
 

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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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篇 47:1-2-----------------------------------倫惠儀姊妹 

頌讚 ------------------——-------------------- 倫惠儀、鄺兆鳴 

祈禱 ----------------------------------------------- 倫惠儀姊妹 

讀經(1)－詩篇 116:1-9 ------------------------------ 倫惠儀姊妹 

讀經(2)－以弗所書 5:22-33 -------------------------- 倫惠儀姊妹 

講道－『作個榮耀神的教會(上)』 --------------------- 潘士宏牧師 

奉獻 ----------------------------------------------- 倫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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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日上午 11:15 09/19日上午 11:15 

主  席 倫惠儀姊妹 李慧恆姊妹 

講  員 潘士宏牧師 盧健恒牧師 

傳  譯 - - 

領  詩 倫惠儀、鄺兆鳴 李慧恆、張保民 

PowerPoint 李謝詠裕姊妹 方恩德弟兄 

影  音 楊希蓮、黃耀基、嚴孝銘、李謝詠裕 黃耀基、嚴孝銘、李謝詠裕 

司  事 - - 
 

各堂崇拜 今主日 下主日 

英文講員 Pastor Sky Choi 王俊英傳道 

少年崇拜 陳博仁傳道 - 

 



 

家事報告                                                 

 

1. 鳴謝講員 感謝神帶領潘士宏牧師於今主日向我們宣講神的

話語，潘牧師已退休多年，現任中華福音使團義務團牧。 

 

2. 兒童足球與運動 Children Soccer & Sports Drop In Program  

適合 6-8 歲兒童參加，9 至 10 月期間，每週二下午 4:00 - 

5:15，在 John Henderson Elementary Field（Sunset Park）舉

行。9 月 14 日開始，網上報名 http://bit.ly/svpgsports 或聯絡

陳博仁傳道(Pastor Justun) 。 

 

3. 相約星期四祈禱會(9月 16日上午 10:30 - 11:30, 晚上 8:00 - 

9:00)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四舉行網上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

預留時間出席，為世界、為教會、為弟兄姊妹守望和代禱。

8 月祈禱會有 15 位禱告勇士參與，請踴躍加入禱告行列，

網上登記或電話電郵與辦公室聯絡，登記可以出席的時間，

以便按時收到祈禱會的鏈結和通知。網上登記 

https://forms.gle/q464KXhe5MMLarRU6  

 

4. 下次實體現場崇拜：9 月 26 日上午 11:15（網上同步直播）  

同時現場有兒童主日學 Jesus Farm 和少年崇拜 Youth 

Worship，請各家長留意。準備出席現場崇拜的弟兄姊妹，請

提前到達，從正門進入，並遵守防疫安全守則。我們會同步

網上直播，讓會眾繼續網上參加崇拜。 

  

5. Jesus Farm 兒童主日學  適合 3 - 8 歲兒童，與中文實體崇拜同

時進行。孩子們將學習有關聖經中的食物並相關的知識！ 

9 月 26 日主日崇拜上午 11:15 開始，請把孩子送到『耶穌農

場（Jesus Farm）』，位置在地庫幼兒課室！參加者請預先填寫

表格報名，以便了解孩子是否有過敏症: https://bit.ly/jesusfarm 

 

 

  

http://bit.ly/svpgsports
https://forms.gle/q464KXhe5MMLarRU6
https://bit.ly/jesusfarm


 

6. 慈惠事工   與 Edmonds Community School 合作為難民家庭提

供食物支援的事工，目前已籌得 6,000 元，並且有足夠事奉

人員參與，將在 10 月正式啟動。如有感動，仍可繼續奉

獻，將使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受惠。奉獻時，請在支票或電子

轉賬時註明用途 E & O – Grocery Ministry。感謝弟兄姊妹在經

濟上的支持、身體力行的事奉、並以禱告與我們同行。 

查詢或參與事奉，請聯絡周嘉恩姊妹(Lydia Chow)電郵

groceryministrysvpg@gmail.com 或教會辦公室。 

 

7. 聘牧消息 執事會與教牧同工經過反復尋求神的旨意、討論

和祈禱後，議決終止歐運揚牧師作為候選主任牧師的進程。

我們深知歐牧師滿有恩賜，但在各種考量下覺得他不適合我

們教會。請繼續為聘牧禱告，新的主任牧師聘牧委員會即將

成立，如有查詢，請聯絡孔維嘉執事(Brian)或吳顏思敏執事

(Monica)。 

 

8. 兒童主日學部招募事奉人員 尋求有依靠上帝心志的弟兄姊

妹，一同事奉並帶領兒童認識耶穌。無需經驗，但願同心同

行同工，查詢或有志參與者，請聯絡陳博仁傳道(Pastor 

Justun)或柯張婉茵姊妹(Stephanie)。 

 

9. 電話語音參與崇拜 不能使用電子工具參加網上崇拜者，可

通過『電話語音』參與崇拜，請聯絡教會辦公室查詢詳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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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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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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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第三期主日學：9 月至 12 月（Zoom 網上互動） 

 

開課：9月25日 
 

課程：和好如初 
 

導師：Real T弟兄 

時間：星期六 上午 10:00 - 11:30 共九課 

     （九月25, 十月2, 23, 30, 十一月6, 13, 20, 27, 十二月4）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whrz1fXmwgznk8XT8 
 

在紛亂的世界，作為神的兒女，我們如何帶來和平？怎樣平行公義

與寬恕? 福音不只有永生的盼望，也應帶來復和，塑造一個和平的

世界。讓我們在這課程中一同探討真實的寬恕，誠心的悔改和復和

的大能。 

 
 

課程：深入淺出讀聖經  
 

導師：潘士宏牧師（退休多年，現任中華福音使團義務團牧） 

時間：星期六 下午 3:00 - 5:00 共四課 

     （九月 25, 十月 9, 23, 十一月 6）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DRpxDF9peuf1D24q6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也是我們深入認識上帝的途徑，然而聖經裡

有很多地名、人名和時序等艱澀難懂，常常令人昏頭轉向而失

去讀經的樂趣。潘士宏牧師願意與弟兄姊妹分享他多年的讀經心

得，重點介紹新舊約裡各種主題和人物關係，幫助弟兄姊妹掌握

聖經的大圖畫，從而領略上帝啟示當中的奧秘。學員將會收到相

關的課堂筆記，請及早報名。 

 

 

https://forms.gle/whrz1fXmwgznk8XT8
https://forms.gle/DRpxDF9peuf1D24q6


 

 

 

主日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崇拜（網上） 
 

  上午 9:00 – 9:20            Bible Island  

  （聯合崇拜主日除外）      為 6 歲以下兒童的家庭而設 

                            包括歌曲、聖經和學習活動 
 

  上午 10:30 – 11:00          Children Bible Story (CBS) 

  （聯合崇拜主日除外）      適合 7-9 歲兒童 
 

  上午 11:30 –下午 12:30      Youth Worship 少年崇拜 

 （9 月兩次崇拜：12、26 日） 適合 10-13 歲青少年 

 

查詢及報名，請聯絡 

陳博仁傳道(Pastor Justun)、柯張婉茵(Stephanie)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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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ering@svpgmbc.org


 

代禱事項 
為世界： 

▪ 8 月初，感染新冠病毒者達 2億（約2.6%全球人口），近 440 萬人死亡，83國新

感染病例持續攀升。禱告為各國防控有效、醫護人員安康、病者有醫治、疫苗供

應充足並公平分配。   

▪ 為疫情嚴重國家禱告：美國、伊朗、英國、印度、印尼、俄羅斯、泰國、馬來西

亞、土耳其、巴西 

▪ 為日本疫情受控， 8月 24 日- 9 月 5日殘奧會Paralympics 順利進行，運動員及工

作人員有健康安全。 

▪ 阿富汗政局突變，求主掌管情勢、憐憫動盪中的人民、女性、基督徒、宣教士和

人道救援機構人員，禱告予以保護與平安。 

▪ 為經歷天災的國家、地區和人民禱告： 

o 8 月 14 日海地地震 7.2 級，又17 日熱帶風暴引致水災； 

o 暴雨引致水災：北韓、土耳其、日本西南部、中國四川、湖北、東北省份； 

o 歐洲地中海南北岸的熱浪，高溫破記錄； 

o 山火地區：希臘、意大利、土耳其、阿爾及利亞，俄羅斯西伯利亞、美國有

15 州97處（最大火場在北加州）； 

o 卑詩省268處山火，約一半仍未受控，最嚴重火場在 Kamloops

和 West Kelowna 附近，許多居民需要撤離。 

▪ 全球約十分一人口糧食不足，禱告為各國減少浪費食物並與貧困國家平均共享。 

▪ 各國領袖竭止種族仇恨、歧視與暴力，同心建立和平共融社群。 

▪ 為溫哥華疫情持續減少，接種疫苗者日增，重啟順利。 

▪ 為更多人在疫情中反思生命並信靠耶穌得拯救。 

為教會： 
▪ 求主帶領聘請主任牧師的過程與安排 

▪ 為教牧與辦公室同工適應疫情變化、協調與牧養需要 

▪ 為執事有忠心和合一，各事工事奉人員得智慧和力量作服侍 

▪ 教會全面重啟實體崇拜及團契聚會的安排 

▪ 英文部每月兩次實體崇拜、中文部 8月 22日第一次實體崇拜，8月 28日嘉年華同

樂日，為事奉人員與參加者有健康安全。 

▪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全面復課，家長的參與和推動，兒童及青少年的投入、事奉團

隊的智慧與毅力。 

▪ 9 月開展慈惠事工，為難民家庭提供食物支援。 

為肢體： 
▪ 為接種第二劑疫苗的弟兄姊妹，減少不適和副作用，得平安和保護。 

▪ 為患病與身體不適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得醫治與康復 

▪ 為失業和經濟有困難的弟兄姊妹，求賜信心和引領前路     

▪ 為年青弟兄姊妹、家長、長者與幼兒家庭在疫情中身心靈健康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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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籽小組 兒童週 每月兩次週日  2:00pm 户外活動 

種籽小組 家長週 每月一次週日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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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組 成年人士 第二、四週二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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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崇拜     11:15 am 

每月首主日 

中英聯合崇拜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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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