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求生之道 

經文：約翰福音 18:21-35 

講員： 楊綺雯傳道 主席： Vener 

領詩： Vener 司琴： Carol 

投射/音響： Kinson 直播： Andrew 

迎賓： Pauline、Janny 

司事： Ronald 來賓登記： Estella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願開我眼、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主恩充滿我……………………… 會眾 

3. 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4. 讀經 ……………………………………………….………… 主席 

5. 信息 ………………………………………………….. 楊綺雯傳道 

6. 回應詩歌 ………………我心靈得安寧…………………….. 會眾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7.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8. 三一頌/祝福 ..….….………(眾立)…..……………... 楊綺雯傳道 

9.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下週粵語主日崇拜司職 

講員： 梁海華牧師 主席： Michael 

領詩： Ronald 司琴： Vivian 

投射/音響： Tammy 直播： Vener 

迎賓： Susana、Joyce 

司事： David 來賓登記： Sally 

聖餐襄禮： 

 

Susana、Raymond、Rufina、 

Eliz、Carson、Joshua 



主恩堂 12:00pm國語崇拜程序 

         

信息：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經文：馬太福音 18:21-35 

講員： 林錦生傳道 主席： Samuel 

領詩： Melody 司琴： Tina 

影音： Jerry、Cindy 迎賓： Irene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啟應 ……………………….……..….…….……… 主席 

2. 詩歌讚美 ….主啊，容我與祢同行、懇求聖靈來、 

親愛主，牽我手……………………. 會眾 

3. 使徒信經 …………………………………………………….. 主席 

4. 禱告/主禱文 …………………………………………………. 主席 

以聆聽神話語之心敬拜神 

5. 讀經 …………………………………………………………... 主席 

6. 信息 …………………………………………………… 林錦生傳道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7.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8. 三一頌/祈禱祝福 …………(眾立).…………………. 林錦生傳道 

9.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下週國語主日崇拜司職 

講員： 黃秀琇傳道 主席： Yong 

領詩： Jake 司琴： Joyce 

影音： Pan、Cindy 迎賓： Jenny 

聖餐襄禮： Yong、Jenny 



  

家事分享 
         

1.  粵語堂禱告會 9月 28日（星期三）晚上八時半舉行。祈禱會

仍以網上形式運作，Zoom 連結： 

https://tinyurl.com/cantowedprayer。 

2.  粵語小組祈禱會：於 10月 5 日（星期三）早上十時正舉行。

請聯絡陳王日虹姊妹或教會辦公室以了解參與辦法。 

3.  BC 講壇 43期講座，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參加。 

時間：9月 26 日星期一晚上七時 

講題：非基運動一百週年系列講座（二） 

前世與今生—國人非基的歷史與文化再思 

主講人：邢福增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

研究社社長；主要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當代中國政

教關係。 

嘉賓：梁家麟博士；主持人：孫毅博士 

Zoom：8166 4586 256；密碼：999 

4.  國語堂：主恩之情深似海，主愛珍貴眾如星。為2022年獻上感

恩，因為有你，因為有我，使基督的愛，成為看得見的生命湧

流。為此，國語堂於10月9日主日崇拜後，有肢體彼此關愛的

感恩行動。方式：邀請有願意的每一位成人準備（1）一份小

禮物10-20元，和（2）一張卡片寫上聖經祝福經文；最後由錦

生傳道和秀琇傳道祝福與分派。願主大大使用我們小小的擺

上，成為感恩的祭與愛的延續。備註：SS2的孩子，另有安排。 

5.  新一期的幸福小組網上培訓將於10月7-10日舉行，信息主要

是幫助我們再次在主裡立定標竿，持守屬天的價值觀。鼓勵

無論曾否參與幸福小組的弟兄姊妹都盡量參與。課程設有網

上重溫時段，詳情查詢及報名請與Sonia聯絡： 

outreach@lordsgrace.ca。 

6.  本堂會友梁炳樹弟兄於9月22日安息主懷。梁弟兄家人感謝主

恩堂弟兄姊妹多年來對他的關顧。請為梁弟兄家人禱告，求

神的安慰同在。 

7.  真相與和解纪念日：教會辦公室將於9月30日（本週五）休息。 

https://tinyurl.com/cantowedprayer
mailto:outreach@lordsgrace.ca


8.  主恩堂傳統是不會在崇拜中收取奉獻。若有感動作奉獻來支

持教會事工，可作網上奉獻（give@lordsgrace.ca）或在禮堂門

口取奉獻封，並清楚列明姓名、電話、電郵，好讓教會給你發

退稅收據。 

9.  《主恩時報》2022年9月號的電子版（PDF）已發送到訂戶的

電郵地址。若仍未收到，又或有意訂閱，請將自己的全名和電

郵地址寄到literature@lordsgrace.ca。 

10.  感謝讚美主！國、粵語堂有四位姊妹將於10月9日下午二時接

受洗禮，加入基督名下。她們是Daisy Arnaly、Helen Chen、

Sharon Leung和Lucy Liu。浸禮將會在教會實體進行，歡迎大

家到場觀禮。請大家為她們禱告，求神堅固她們的心，為主作

見證。 

11.  聖餐將於下星期日進行。請在家參與崇拜直播的會眾在主日

之前準備好餅和杯以一同守聖餐。教會將提供預先獨立包裝

的聖餐杯與餅給參加實體崇拜的會眾。 

聖經學校（粵語） 10:30am-11:45am 

12.  以下班別的課程簡介可瀏覽教會網頁。 

 「同心同行」門訓系列 – Kits House Sunny Senior Room 

 「羞恥」的真相 – 教會副堂 

 《詩篇》上行之詩 – Kits House Community Hall +  

Zoom（https://linktr.ee/lordsgrace） 

 跟著耶穌基督去尋寶 – Kits House Sun Room 

聖經學校（國語） 

13.  國語堂各團契小組，按不同年齡與需要建立主的門徒，包括 

橡樹查經班、弟兄小組、姐妹小組、職青以琳團契、學生團

契、青少年活動與兒童學習等。聚會方式與時間，請與團契

負責人或國語堂牧者聯繫。 

14.  國語堂主日學：地點在 Kits House Vancity Room 或 Zoom。時

間為每月第一、三、四個星期天 10:00-11:00am（每月第二、

五星期天為國語堂禱告會）。本期主日學主題「全人成長─成

為主的真門徒」。課程內容：與環境關係的恢復─與環境相連、

向環境自由、環境中服侍。歡迎與國語堂牧者聯繫。 

mailto:literature@lordsgrace.ca
https://linktr.ee/lordsgrace


上主日出席人數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兒童 總數 

79屏幕 

+ 129現場 
22屏幕 

+ 54現場 
13屏幕 

+ 43現場 
25 365 

2022年 10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2日 梁海華牧師 黃秀琇傳道 

9日 楊綺雯傳道 林錦生傳道 

16日 梁慧玲牧師 梁慧玲牧師 

23日 林錦生傳道 林錦生傳道 

30日 陳滿堂醫生 張懿弟兄 
  

今日主日獻花：Joshua及 Serena Young夫婦  



本週禱告事項大綱 
（9月 24日至 10月 1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
又多。10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立比書 1:9-11） 

默想：我的行事為人，目的是歸榮耀上帝嗎？危機何在？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耶穌說：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路 17:21）。上帝是我的王，
是教會的王嗎？ 

 三堂的學生工作在新學年開始時，求聖靈引領他們在主恩堂中嘗
嘗主恩的滋味（詩 34:8）。 

 求聖靈教導我們明白耶穌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 
 為今學期的主日學各班老師的預備求聖靈引領。求主也預備我們
參加一同學習思考重整生命。特別為初信裁培班祈禱。 

□ 星期二 教會家 
 為執事會求智慧。 
 英文堂：為崇拜前的祈禱小組感恩。為 Whistler retreat 祈禱。 
 粵語堂：為迎賓招待員每星期的辛勞感恩。求神多賜志願者。 
 為影音科技部繼續的努力感謝主。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為各堂的查經班感恩。求神的話語潔淨我們。 
 把粵語全人成長（Total Growth）課程預備交在神手中。 
 國語堂：為門徒訓練班感恩。 
 感謝主：回教會作實體崇拜和其他活動的人數漸增，求天父保守
各人。 

□ 星期四 主的醫治 
 求主照顧和醫治患病中的肢體和親友。也為照顧他們的人求力量
和愛心。 

 禱告等候中，求不忘神的愛：我們以祂名所求的，祂必應允（約
14:14）。 

 求天父安慰並祝福哀慟的弟兄姊妹。 
 在各種患難痛苦中，讓我們在主裏的信心不動搖。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為蘇聯國家的領導人和人民祈禱。 
 為 Peter和 Bernice Wang在Wycliffe 的領導感恩。 
 求通脹早日回落，求主憐憫受影響的家庭。 
 為加拿大與原住民和好的使命早日落實。 
□ 星期六 為明天 
 求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梁海華牧師、黃秀琇傳道和 Rev. Bob 

Jones，願神藉着他們喚醒我們，明白真道，遵主教訓行事為人。 
 求我們明天以詩歌讚美主，重燃起初的愛心（啟 2:4）。 
 為明天守聖餐預備身心靈。求耶穌的生命燃亮我的生命。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求生之道 信息：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 

經文：約翰福音 18:21-35 經文：馬太福音 18:21-35 

講員：楊綺雯傳道 講員：林錦生傳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