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恩堂 9:00am粵語崇拜程序 

         

信息：活在恩典中 

經文：羅馬書 5:1-11 

講員： 梁海華牧師 主席： Esther 

領詩： 詩班 司琴： Cherry 

投射/音響： Francis W 直播： Andrew 

迎賓： David、Ngai Ying 

司事： Francis L 來賓登記： Nola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1. 宣召/靜默/禱告 ………….……………….…….….………… 主席 

2. 詩歌讚美 ……………因著信、主恩更多………………….. 會眾 

3. 獻詩 …………………….至聖的上主……………………… 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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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海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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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思源傳道 主席： Heidi 

領詩： Louisa 司琴： Carol 

投射/音響： Justin、Naomi 直播： Vener 

迎賓： Ronald、Joyce 

司事： Sandra 來賓登記： Estella 

 



主恩堂 12:00pm國語崇拜程序 

         

信息：活在恩典中 

經文：羅馬書 5:1-11 

講員： 梁海華牧師 主席： Ricky 

領詩： Abraham 司琴： Joyce 

影音： Jerry、Li Cheng 迎賓： Rositta 

 

以讚美之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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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詩歌讚美 …………..古舊十架、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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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海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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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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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 

領詩： Aaron 司琴： Tina 

影音： Pan、Cindy 迎賓： Irene 



家事分享 
         

1.  粵語堂禱告會：3 月 25 日（星期六）早上九時正舉行。主席

及靈修分享：幸福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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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牧招聘程序審查委員會（PHPRC）將分別與三個堂會舉行

家事分享會，為討論招聘新牧師的下一步程序。有關資料會透

通過各堂的事工團隊分發給會眾，好讓大家來家事分享會前

閱讀。 

 粵語堂及國語堂家事分享會已順利舉行。PHPRC 感謝大

家的提問及意見；待集齊英語堂的提問及意見後，PHPRC

將整理各個意見，然後作進一步建議，並向執事會匯報。 

 英語堂家事分享會 – 今日，上午 11:30 英語崇拜後 

地點：教會副堂 

3.  楊綺雯傳道的按立儀式定於今日下午四時在主恩堂舉行，屆

時將提供現場直播：https://lordsgrace.ca/ordination。歡迎大家

參加。 

4.  主恩堂於今日舉行 40週年堂慶感恩晚宴，詳情如下。 

地點：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150 – 11700 Cambie Road） 

時間：六時恭候，六時半入席 

餐券：每位$30（歡迎邀請親友） 

餐券購買細節： 

 若有參加團契的團友：請向你們所屬的團契購票 

 沒有參加團契的會友和朋友：請在崇拜前或後，可向入門

處的接待購票 

需要交通接送的人士注意：請在購票時聲明，留下聯絡電話，

教會負責的弟兄姊妹會盡力給予安排。 

5.  主恩堂「國、粵語受苦節聯合崇拜」將於 4 月 7日上午 10:00

至 11:30 舉行。崇拜將提供網絡直播，現場崇拜提供兒童節

目。英語堂受苦節崇拜亦會於同日下午 7:30 在教會進行。請

大家預留時間參加，一同記念基督為我們受苦。 

6.  粵/英/國語三堂聯合復活節浸禮將於 4月 9日下午 2:00 開始，

請大家預留時間參與，詳情將稍後公布。 

https://lordsgrace.ca/ordination


  

7.  BC 講壇第 52 期神學講座 

專題：聖靈—上帝那隱藏的代理者 

講員：李錦綸教授 

講員介紹：「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教務長及神學教授。

多年致力中國宣教、中國神學及文化建設。著作包括《中華血

脈道本淵：天道三一形上學初探》及《奥古斯丁論善惡與命

定》等。 

講座將於 3月 20日週一晚上七點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領受神學裝備。Zoom 號：816 6458 6256，密碼：999 

8.  感謝神帶領，睽違許久的國語主日崇拜後愛宴，擬將恢復。國

語堂事工團隊（MMT）在禱告與預備中，請弟兄姐妹也為此

代禱，並歡迎大家回饋恢復愛宴的意見給邵勇弟兄，願主喜悅

我們的彼此扶持與擔待，榮耀主名！ 

9. 0 感謝神，讓我們能經歷帶領家人歸主的喜悅！今年的幸福小

組馬上便要開始，崇拜後弟兄姊妹可於前堂領取邀請卡，讓大

家可以親筆書寫邀請親友參加幸福小組，以表其誠意。查詢詳

情請與 Sonia Lee 姊妹聯絡（778-990-0115）。 

10.  我們的會友區馮錦平姊妹於 3月 14日（星期二）晚上息勞歸

主。3 月 21 日下午三時於 Mount Pleasant Universal Funeral 

Home舉行送別儀式，随即進行火化。請為家人禱告，願上帝

安慰她的家人。 

11.  《主恩時報》2023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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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學校（粵語） 10:30am-11:45am 

12.  課程簡介可瀏覽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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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的再思與更新 

（今日、下週及4月2日暫停，4月9日再開）  

– 實體：Kits House Community Hall 

– Zoom：https://linktr.ee/lord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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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屏幕 

+ 112現場 

17屏幕 

+ 51現場 

10屏幕 

+ 43現場 
23 337 

2023年 3月崇拜講員 
 

日期 粵語堂 國語堂 
26日 蔡思源傳道 黃秀琇傳道 

 

今日主日獻花：Camelle & Charmaine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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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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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9日至 3月 25日） 

禱告後，請加 

□ 星期日 敬拜讚美主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 2:5） 

默想：求神教導我以基督的心為心。 

□ 星期一 願祢的國降臨 

 求各堂致力外展傳福音工作。 

 耶穌是受苦的僕人（賽 53）。求我能繼續祂愛世人的工作。 

 神也對我們每一個人說：「你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為此
感恩。 

 求更有根基的信、望、愛。 

□ 星期二 教會家 

 國語堂：求在門徒訓練下功夫。 

 英文堂：求領導的盡心盡力領導，並求神興起更多僕人領袖。 

 為楊綺雯牧師的按立感恩，也感謝她多年來在主恩堂的事奉。 

 求神獎賞文字部出版《主恩時報》的辛勞。也求神指引圖書館的
前路。 

□ 星期三 同心同行 

 粵語堂：為幸福小組的預備仰望。 

 為全人成長課程感恩。求退修會被聖靈充滿。 

 在預苦期中，讓神的光，照亮我裏面的黑暗（詩 139:24） 

 感謝主：天父祝福了我們的 40 周年慶祝晚宴，祂也祝福主恩堂
的未來。 

□ 星期四 主的關懷與醫治 

 求天父醫治，為在病中的親友求忍耐和平安。 

 求長期病患者能適應生活上的限制而不至失信。 

 為我們的長者門祈禱。我能為他們作什麼？ 

 求神醫治我的傷痛，讓我的疤痕成為我安慰別人的動力。 

□ 星期五 教會外望 

 為受逼迫的基督徒祈禱。也為逼迫他們的人祈禱。 
 求烏克蘭和俄羅斯之戰早日實現和平，以互相尊重的對話停戰。 
 讓多媒體能把福音傳到地極，到我們去不了的地方。 
 求 Caleb 和 Noel 在反思這幾年在外的事奉中，能看到神清楚的
指引。 

□ 星期六 為明天 

 求主的靈充滿主日講員蔡思源傳道和黃秀琇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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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神的面前。 

 在預苦期中我們預備迎接復活節。也以悔改預備我的心，以基督
的心為心。 



講道筆記 

         

粵語主日崇拜 國語主日崇拜 

信息：活在恩典中 信息：活在恩典中 

經文：羅 5:1-11 經文：羅 5:1-11 

講員：梁海華牧師 講員：梁海華牧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動和提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志及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回應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