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重尋主恩 

經文：士師記 2:7-23 

講員： 楊綺雯傳道 主席： Miranda 

領詩： 敬拜小組 司琴： 敬拜小組 

投射/音響： Sean 直播： Vener 

迎賓： Janny、Wannie 

司事： Irene 來賓登記： Ronald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祢真偉大、榮耀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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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6.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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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下週粵語主日崇拜司職 

講員： 林錦生傳道 主席： Pamie 

領詩： Cynthia、Louisa 司琴： Carol 

投射/音響： Adley 直播： Andrew 

迎賓： Janny、Sandra 

司事： Raymond 來賓登記： Sally 

聖餐襄禮： Susana、Matthew、Vivian、Eliz、Olia、Alice 

 



主恩堂 12:00pm國語崇拜程序 

         

信息：在主恩的計畫中 

經文：使徒行傳 24:27-25:12 

講員： 黃秀琇傳道 主席： Ricky 

領詩： Huifang 司琴： Joyce 

影音： Jerry、Cindy 迎賓： Lydia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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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歌讚美 ……….天父看顧、我不為明天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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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秀琇傳道 

7. 回應詩歌 ………………….每一天…………………………. 會眾 

以關懷神家之心敬拜神  

8. 迎賓/家事分享 ……………………………………………….. 主席 

9. 三一頌/祈禱祝福 …………(眾立).…………………. 黃秀琇傳道 

10. 默禱/散會 ………….(主席講員退席)…………………….. 會眾 

 

下週國語主日崇拜司職 

講員： 林錦生傳道 主席： Samuel 

領詩： Abraham 司琴： Joyce 

影音： Pan、Licheng 迎賓： Daisy 

聖餐襄禮： Samuel、Daisy 



家事分享 
         

1.  粵語小組祈禱會：於 2 月 1 日（星期三）早上十時正舉行。

請聯絡 Vivian YH姊妹或教會辦公室了解參與辦法。 

2.  粵語堂禱告會：2 月 11 日（星期六）早上九時正舉行。主席

及靈修分享：梁慧玲牧師。弟兄姊妹參加粵語堂祈禱會，請以

電郵聯絡教會，以便通知你祈禱會的參與途徑。 

3.  執事會剛批准了牧者聘用程序審查委員會（PHPRC）開始就

主恩堂大家庭在不久的將來應聘用哪種類型的牧者進行全教

會的協商程序。在未來的日子裡，委員會將繼續向主恩堂大家

庭的三個堂會匯報進展情況。請在禱告中記念！ 

4.  BC 講壇第 49 期神學講座 

專題：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約拿書） 

講員: 吳獻章博士—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台灣好消息電

視台「空中聖經學院」召集人。 

講座將於 1 月 30 日星期一晚上七時舉行，歡迎大家準時參

加。Zoom：816 6458 6256，密碼：999 

5.  若你去年曾搬家，或在 2022 年首次通過 Interac 電子轉賬奉

獻，而沒有填上你的新地址，請將你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電郵至 office@lordsgrace.ca，我們會更新你的記錄，以便發送

2022 年奉獻收據。感謝你的合作。 

6.  有關本年度主日鮮花認獻，現尚有數主日仍未有認獻，如有興

趣主日獻花，可在崇拜後於入口處登記。鮮花認獻每次$50 ，

不另發奉獻收據。 

7.  「社區外展與扶貧」（COPA）課程匯報：讚美主！我們在 2022

年進行了許多富有成效的討論。我們將在 2 月 11日星期六晚

上 7:30-10:00 舉行的 COPA 匯報會上繼續分享。我們會對五

次 COPA 課程進行簡要回顧以及其他活動。若你沒有參加過

所有 COPA 課程，我們仍然歡迎你出席這次的匯報會。會議

會以英語進行，不設翻譯。現場將有茶點供應。 

8.  《主恩時報》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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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地址寄到我們的新電郵地址 Literature@lordsgrace.c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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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ice@lordsgrace.ca
mailto:Literature@lordsgrace.ca


上主日出席人數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兒童 總數 

81屏幕 

+ 108現場 

18屏幕 

+ 43現場 

14屏幕 

+ 40現場 
22 326 

2023年 2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5日 林錦生傳道 林錦生傳道 
12日 楊學義牧師 黃秀琇傳道 
19日 楊綺雯傳道 林錦生傳道 
26日 王乃基牧師 王乃基牧師 

 

今日主日獻花：Ellen Yue姊妹 

10.  粵語堂：請會眾在主日崇拜後幫忙收拾副堂的椅子，以便接下

來的英語及國語堂能按時開始崇拜。 

聖經學校（粵語） 10:30am-11:45am 

11.  課程簡介可瀏覽教會網頁。 

 「同心同行」門訓系列 – 副堂 

 崇拜的再思與更新 （今日暫停一次） 

聖經學校（國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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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國語堂主日學將於二月份開始，一同學習有關靈命成熟和情

緒健康的主題，深化聖靈在我們身上成聖的工作，促進弟兄姊

妹之間的溝通。主日學時間為每月第一、三、四個主日上午

10:00-11:00，地點：Kits House Vancity Room，提供網絡直播。 



本週禱告事項大綱 
（1月 29日至 2月 4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
切昆蟲。」（創世記 1:26） 

默想：為神偉大的創造感恩。思想我在其中的位份。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為幸福小組預備四月開始的小組仰望。 

 求主恩堂和其中每人的靈命更新。 

 求成為別人和社區的鹽和光。 

 求基督的平安先進入我心。 

□ 星期二 教會家 

 求在祈禱會中我們一起先尋求主的面。 

 英語堂：為社區外展與扶貧（COPA) 繼續進行感恩。 

 粵語堂：為蔡傳道和他家人祈禱。 

 感謝主祂先愛我們，讓我們以同樣的愛去愛他人。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求基督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在祂裏面。 

 求主日學的教導改造我們的生命。 

 國語堂：為今學期的主日學仰望。 

 感謝主：為楊傳道平安返回溫哥華感恩。 

□ 星期四 主的醫治 

 求天父醫治，為有病的和身心靈有欠缺的人祈禱。 

 為長期病患者和照顧他們的人求忍耐、力量和愛心。 

 為我們的健康祈禱，也為勞苦的醫務人員感謝天父。 

 為哀傷的人祈禱。求得著安慰並加添信心。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為 Caleb和 Noel 的靈命增長和事奉求神保守。 

 求無家可歸和濫藥背後的問題能得舒緩。 
 為槍械管制祈禱。為世界和平祈禱。求學校和社區平安。 
 為優化善終服務祈禱。 
□ 星期六 為明天 

 求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林錦生傳道和李聖勳牧師，願神藉着他
們喚醒我們，讓我們生命得著改造，更像基督。 

 求我們齊心明天以詩歌讚美主，以新歌和喜樂讚美祂（詩 33:3）。 

 為明天守聖餐預備心志：認罪悔改、存感恩的心。 



2023 教會主題：重尋主恩 

對主恩堂而言，2022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在踏入 2023

年之際， 我們將開展新的一頁，以新的教會主題作為新

的開始。 

過去幾年教會所經歷的風波反映出，教會在願景和方向上

有所迷失。有些會友甚至問，“我們是誰？”，“主恩堂

前面的方向是什麼？”教會的牧者與長執認為是時候讓

大家來到神的面前，一起反思主恩堂作為神子民應有的身

份和核心價值，並尋找它的願景。因此，我們決定以「重

尋主恩」為主恩堂 2023 年的教會主題。此雙關語包含了

雙重意義： 

1. 在主恩堂裡，尋找從過去至現在主裡諸多的恩典； 

2. 反思：尋找主恩堂的身份及它的核心價值的重要

性。 

為要深入探討這主題，我們將在今年查考三本聖經書卷：

「士師記」、「路得記」及「以斯帖記」。在上半年度，講壇

將會聚焦於「士師記」，側重於透過閱讀以色列民在沒有

王統治下“各人任意而行”來探索「迷失身分」的專題。

我們希望會眾能藉此看見尋找核心價值及方向的重要性。

免得我們如當時的以色列民一樣，漫無目的地飄蕩。 

於下半年，我們會查考「路得記」及「以斯帖記」。兩卷書

重點在於：路得通過肯定自己神的子民的身份和遵行主的

教訓來依靠神，並以斯帖在危機中怎樣信靠主。據此，我

們將關注「尋回身份」的專題。盼望會眾能藉此看見扎根

在神裡的重要性，從而釐定主恩堂未來的核心價值和願景。 

願主藉著閱讀這三卷書卷來祝福我們，並幫助我們一起

「重尋主恩」。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重尋主恩 信息：在主恩的計畫中 

經文：士師記 2:7-23 經文：徒 24:27-25:12 

講員：楊綺雯傳道 講員：黃秀琇傳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