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溫哥華門諾弟兄會頌愛堂 
Vancouver Chinese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 

505 Nanaimo Street, Vancouver, BC V5L 4S2 
電郵﹕vcmbc505@gmail.com 網頁﹕www.vcmbc.org 電話﹕604-676-1828 

教牧同工 

顧問牧師：楊慶球牧師                    義務同工：李偉庭長老                          幹事：曾簡苑華姊妹          
           
 

 

 

 

 

 

 

 

 

 

 

 

 

 

 

 

 

 

 

 

 

 

 

 

 

主日崇拜程序表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講員：李偉庭長老                                           主席：袁文龍弟兄 

領詩：敬拜小組                                           、司琴：李健欣執事                         

司事：阮活享弟兄、梁俊文弟兄、曾嚴雪霞姊妹、阮高小潔姊妹 

招待：林譚妙蘭姊妹、嚴蔡玉芬姊妹 

影音：李鴻鏢執事、楊國雄弟兄、劉家瑩姊妹、盧張鳳喬姊妹 

數點奉獻：楊吳欣德執事、唐麗貞姊妹、李陳恩清姊妹、黃婉華姊妹 

總務：溫房生弟兄、林銘國弟兄 

崇拜當值：張鄧麗華姊妹 

獻花：梁林麗貞、 Aerith Cheung 

序樂 ................................................................................................ 眾立 

默禱 …………………………………(主在聖殿中) .................................... 眾立 

宣召 ………………………………… (#4 P.711) ....................................... 眾立 

讚美 ………………………………… 5 聖哉三一  ...................................... 眾立 

                                     獻給我天上的主 

祈禱 ................................................................................................ 眾立 

讀經……………………………詩篇 119 篇 89-104 節 ........................... 眾坐 

奉獻 ................................................................................................ 眾坐 

講道……………………………… 沒有祢，那有我 .................................. 眾坐 

唱詩………………………………沒有祢那有我(ACM) ........................... 眾立 

歡迎/牧禱 ...................................................................................... 眾坐 

祝福 ................................................................................................ 眾立 

唱詩………………………………… 535 讚美詩 ....................................... 眾立 

報告 ................................................................................................ 眾坐 

默禱 ................................................................................................ 眾坐 

殿樂 ................................................................................................ 眾坐 
            

          為建立安靜的環境同心敬拜神，請弟兄姊妹將手提電話調至靜音。 

2023 教會主題：轉化生命，燃亮愛火 

沒有祢，那有我 
經文：詩篇 119 篇 89-104 節 

引言：詩篇 119 篇 92-93 節 
92 我若不是喜愛祢的律法，早就在苦難中滅亡了。 
93 若不是祢救活了我，那裏有今天的我？ 

(一)神的話語安天在天(89-91 節) 

     1. 神用祂全能的話語撑管宇宙規律(89-91 節) 

        A. 精心設計，鋪設各大行星 

        B. 藉月球帶給地球生物 

        地球軸心傾斜，才有春、夏、秋，冬四季 

        月球存在，帶來潮汐漲退，供應海水生物養分。 

        C. 保護地球的木星 

     2. 神的話語救活了我們(92-96 節) 

(二) 神的話使人有智慧(97-104 節) 

(三) 神的話全備，能甦醒人心(詩 19:7-8) 

(四) 神話語的功用 

mailto:vcmbc505@gmail.com
http://www.vcmbc.org/


會務報告 

1. 上主日奉獻如下： 

3 月 19 日 常費 / 建堂 差傳 

 記名 不記名 記名 不記名 

中文崇拜     

英文崇拜     

總共     

2. 4 月 2 日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李燦輝牧師                                           主席：盧廣波弟兄 
領詩：嚴國璋執事 
司事：張國燊弟兄、張鄧麗華姊妹、梁玉蓮姊妹、鄒吳珮珮姊妹 
招待：李車淑貞姊妹、徐恩姊妹 
聖餐襄禮：李偉庭長老、嚴國璋執事、李健欣執事、楊吳欣德執事 
影音：李鴻鏢執事、楊國雄弟兄、劉家瑩姊妹、盧張鳳喬姊妹 
數點奉獻：楊吳欣德執事、唐麗貞姊妹、曾嚴雪霞姊妹、梁慧筠姊妹 
總務：阮活享弟兄、溫房生弟兄 
崇拜當值：林銘國弟兄 
獻花：嚴李潤蓮、梁王若莘 
 

3. 2023 會友大會將於今天午堂崇拜後召開實體會議。議程如下：通
過 2022 財政報告、2023 財政預算案及會務報告，敬請會友預留
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4. 視像 Zoom 網上現場直播崇拜 
將由 4 月 2 日開始取消 Zoom 視像網上現場直播崇拜。只保留
YouTube Live Stream 即時崇拜。 
如會眾未能參加主日實體崇拜仍可於上午 11 時正在教會網頁收看
崇拜直播，請按入：YouTube 視頻共享網站
https://www.youtube.com/live/pa5DSIuY2_o?feature=share 
每週的崇拜過程，將在下午稍後放上教會的網頁上給有需要的肢
體收看。如有查詢，請聯絡李偉庭長老及執事。 
 

5. 第二季中文主日學課程仍然採用 Zoom 形式網上授課，歡迎弟兄
姊妹報名參加。請向嚴國璋執事報名。 
日期：2023 年 4 月 2日至 7 月 2 日(共 13 堂) 
           *6 月 25 日為教會夏令會，暫停一次。 
時間：主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 
課本已放在大堂桌上，請已經報名的弟兄姊妹自行領取 

課程 導師 
創世記 李偉庭長老 
出埃及記 張鄧麗華姊妹、嚴國璋執事 
以弗所．歌羅西書 盧廣波弟兄 

6. 2023 門諾弟兄會華聯會(MBCCA)「受苦節聯合崇拜」 
主題：三個十字架 (The Three Crosses)             
地點：Fraserview MB Church  11295 Mellis Drive, Richmond 

日期：4 月 7 日(五)   
時間：早上 11–下午 12:30 
粵語講員：湯紹源牧師 
粵語詩歌：頌恩旋律 
英語講員：Pastor Sam Owusu 
少年(12-16) 節目講員：陳博仁傳道 
兒童節目(5-12)：梁婉慧牧師 
備嬰幼兒看管房間 
請踴躍參加，一同記念主的大愛。詳情請參閱置於大堂海報。 

 

7. 教會將在 6 月份舉辦三天兩晚生活營，詳情如下： 
日期：2023 年 6 月 23至 25 日(五至日) 
地點：Summit Pacific College, Abbotsford  
主題：逆境同行 
講員：蔡春曦牧師 
費用：成人: $130(晨鳥價：成人$120) 
           小童（3-10）: $110(晨鳥價$100) 
晨鳥報名截止日期：5 月 21 日，現已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及查詢：溫黎影紅、劉家瑩、黃張鳳薰、梁活明(英文部)。 

 
本週金句(詩篇 119:92-93，103-104 節*環球聖經譯本) 
92要不是祢的律法是我的喜樂，我早就在苦難中滅亡了。 
93我永遠不會忘記祢的訓詞，因為祢用這訓詞使我存活。 
103祢的話語在我上膛多麼甘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104我藉著祢的訓詞得以明白事理，因此，我恨惡任何虛謊的行徑。 

本週代禱 

1. 爲英文部舉辦的啟發課程及福音外展事工祈禱。 

2. 爲教會聘請中、英文部牧者禱告。 

3. 爲患病及身體輭弱的肢體代禱。 

4. 爲土耳其及敘利亞在 2 月 6 日發生大地震後重建家園祈禱。 

求主安慰憐憫痛失家人和家園的人。 

5. 與神親密同行 365 天每日讀經運動，歡迎弟兄姊妹參與。 

恩福新約讀經卡可在禮堂入口枱上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