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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主題: 跟隨耶穌的腳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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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講題：受教 Be Teachable

經文：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17

聚會地點：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couver BC V7N 2N7
主日學：週日上午 09:45

主日崇拜：週日上午 11:30

教牧同工： 張俊德傳道 (兒童及家庭)
電郵：nspgmc@gmail.com

教會網頁：www.nspgmc.org

電話: 778-340-7789

本月金句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
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羅馬書 12:9-10）
          教會報告         
1

由於疫情惡化，病例屢創新高，在短期內應不會逆轉。據最新 CDC 新
規，居家訪問都在禁止之列。雖然未禁止教會 50 人之內的聚會，但是為
了安全起見，長老會決定從 11 月 15 日主日起，暫時取消在教會的實體敬
拜，而改為在線上的主日敬拜，直至疫情好轉。成人和兒童一起參加，講
道部分會有原版纯中文和英文翻译两个版本供选择。每主日純中文講道部
分會有 25-30 分鐘。

2

疫情期間奉献指引：鼓勵弟兄姊妹用 E 轉帳和寄送支票到教會辦公室的
方式奉献。同時實體敬拜現場也接受支票和現金奉獻（需填好奉献封投入
到奉献箱）。若需要用別的方式奉献，請聯絡王永軍弟兄。願主記念悅納
弟兄姊妹甘心樂意的奉献。

3

週二禱告會(7:30pm-8:30pm)。教會禱告會因在線上禱告，近期開始做進
一步調整，全程縮短為一小時。
日期
11 月 17 日
11 月 24 日

地點
Zoom 線上
Zoom 線上

週二禱告會改為 Zoom 線上聚會禱告，加入 Zoom 會議
https://zoom.us/j/125234909，會議 ID：125234909。
上線咨詢王永軍弟兄。
請弟兄姊妹特別懇切地為教會聘牧禱告，求神賜下合祂心意的牧者。
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代禱事項，請與宮曉月姊妹聯系。
4

主日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釋經分享班，由顧問牧師主講。時間：主日
上午 9:45-10:45，通過 zoom 進行，https://zoom.us/j/97703914425, 會議
ID:97703914425, 上線咨詢王永軍弟兄。

5

提摩太團契 (5-6 年級)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7 日每周五晚上 7:30-9:00 線
上。

 頌 讚 詩 歌
【耶稣祢是宝贵 Jesus You Are Precious】
耶稣祢是宝贵 祢对我真宝贵 祢流宝血洗净我 祢爱使我自由
我只想天天来赞美祢

我只想要彰显祢的名

主啊！我爱祢，我要更爱祢
我只想一生来事奉祢

我只想要荣耀祢的名

主啊！我爱祢，我要更爱祢
Jesus You are precious, You’re worthy all to me.
You shed Your blood to cleanse me. Your love can set me free.
Day by day I want to praise Your Name.
All I want is magnifying Your Name.
O Lord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All I want to serve You all my life. All I want to glorify Your Name.
O Lord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圣灵的江河 Holy Spirit, Come】
在祢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在祢同在中

有满足的喜乐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
圣灵的江河

我们进前来 谦卑等候领受
圣灵请祢来

自由运行这地

自由涌流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自由涌流到无尽

我们欢迎祢 圣灵我们爱祢

Before Your holy throne, stream of living water flows.
Humbly we come to receive Your abundant grace.
In Your presence, Lord, there is fullness of joy.
Holy Spirit, come, freely move in this place.
Your Spirit comes and overflows, freely move in this place.
Living water flows deep within my heart and soul.
We worship You, my king, in Your river of life.
Holy Spirit, come. Come fall upon this place.

【进入祢的同在 Into Your Presence】
让我进入主祢的同在﹐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
喔﹗让我进入主祢的同在﹐我要单单敬拜祢耶稣。
我要敬拜，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敬拜，敬拜 敬拜我的主

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宝座前

我要跪下，跪下在祢宝座前

让我进入主祢的荣耀﹐我在祢圣洁光中被祢得着。
喔！让我进入主祢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祢而活。
颂赞荣耀，荣耀 荣耀归羔羊

颂赞荣耀，荣耀 荣耀归羔羊

颂赞圣洁，圣洁 圣洁的真神

颂赞圣洁，圣洁 圣洁的真神

Let me enter into Your presence,
I shall see all the angels 'round You worship'.
Oh let me enter into Your presence,
and I'll worship and worship You alone.
I will worship, worship, worship You alone.
I will worship, worship, worship You alone.
I will bow down, bow down, bow down to Your throne.
I will bow down, bow down, bow down to Your throne.
Let me enter into Your Glory, I shall live in Your holy presence worship.
Oh let me enter into Your Glory, I will live and live for You alone.
I sing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Lamb.
I sing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Lamb.
I sing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I sing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疫情特別時期奉献指南：

e-transfer 滙款指南
收款人名稱： 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ANDARIN CHURCH
收款人電郵：nspgmc.offering@gmail.com
請大家在留言中註明自己的姓名、奉献號碼、奉献用途（常費 General，
差傳 Missions，感恩 Thanksgiving， 購堂/發展 Development Fund）
若沒有註明用途，將會自動歸為常費。
*若設置安保問題，請將答案發送郵件通知陳榮姊妹：
（電郵：rongchen805@gmail.com）

郵寄/親送 支票指南
支票：
支票抬頭：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ANDARIN CHURCH
請在備註中註明自己的姓名、奉献號碼、奉献用途（常費，差傳，感恩，
購堂/發展）
郵寄：
收件人姓名：楊德英姊妹（Christine）
地址：NORTH SHORE PACIFIC GRACE MANDARIN CHURCH
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COUVER BC, V7N 2N7

  感恩與代禱事項 
1. 感恩：
• 给我们教会预备新皮袋的预备工作。
• 感谢神激励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和青少年加入新的儿童主日学团队。
2. 天国降临：
• 为全世界疫情情况继续恶化祈求神的怜悯，把新冠病毒从地球的各个角落
带走， 医治全地。
• BC 省政府有智慧处理最近不断上升的 COVID19 案件。家长们开学孩子们
上学安全的担心。
• 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求神赐世界和平。
• 愿神保护和供应给世界各地受压迫的人、贫穷、难民、脆弱的和没有医疗
机会的人。
3. 教会 ：
• 赐教会顾问牧师属灵的智慧和力量，保守带领长老正在做的各项事工。
• 求神保守牧者、长老会、领袖、组长等回到经文里，在经文中静思, 专心寻
求从神来的属灵智慧和力量恩典和智慧，准备疫情期间后的教会敬拜。
• 求神赐智慧和能力给牧者、长老会、领袖、服事人员带领教会每个家庭轮
流采取新的主日敬拜方式轮流来现场敬拜以及线上敬拜的技术顺利。
• 愿上帝召唤教会中的每个人特意引用圣经指导他人活出耶稣的样式。
• 为蒙福健康家庭的安排及预备。
• 看顾保守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和家人的身体。
• 由于疫情导致经济衰退，求神看顾和保守全国门诺总会以及其他教会的财
政需要求, 弟兄姊妹生意和工作平安及家庭财务情况稳定。
4. 悔改和抵御诱惑：
• 愿神扭转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心，悔改，做正确的事，按照神的旨意, 有智慧
地应对危机。
• 祈求上帝宽恕我们的罪，同時为冒犯我们的人祈祷。
• 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
• 在这个时期，当家庭、教会、和社交发生冲突时，求神给我们力量，能主
动选择耶稣文化的回应。
***** 如果您有任何感恩代祷事项，请联系宫晓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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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聚會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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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時

間

地

主日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主日早上 9:45-10:45
釋經分享

點

聯

絡

人

線上

王永軍

主日崇拜
(成人及兒童)

主日早上 11:30

線上

傅健

英語崇拜

主日下午 3:00

線上

Pastor Andrew Chan

週二禱告會

7:30pm-8:30pm

線上

宫晓月

週三『生命小組』

10am-12pm

線上

蔡張雅進/张威

週五『生命小組』

7:30pm-9:30pm

線上

宫晓月/傅健

提摩太團契 (5-6 年級)

周五 7:30pm-9:00pm

線上

張俊德傳道

上週聚會人數
主日學：10

週二禱告會：7

『生命小組』
：週三丰盛/活泉：--/ --

週五以琳/香柏/以勒/頌恩：10/ 16/ 16/ --

提摩太團：4

上週奉獻
常費

$350.00

差傳

---

感恩

$200.00

發展

---

總數

$5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