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11571 Daniels Road, Richmond, B.C., Tel/Fax (604) 278-9848

每主日上午 9:45
11:15

逢第二主日上午 11:15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成人主日學(Sun. School)
國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及
少年主日學(Youth Sun. School)
少年崇拜（Youth Worship）

基督教

門 諾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2 年題：委身教會齊事奉，團契相交同成長

月禱會(Prayer Meeting)

列治文查經班
7:30(下次 11 月 23 日週五) （葉郭笑玲家）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
8:00(下次 11 月 28 日週三) （Becky 家）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週六 逢二, 四週六晚 7:30

但以理團 Daniel Fel.(成人)

逢週六晚 7:30

以利沙團 Elisha Fel.(就業)

每月第二,四週六/日

約拿團 Jonah Fel.(少年)

雙月第一週六晚 7:30

哈拿團 Hannah F. (姊妹團)

單月首週六早 11:00

長青團 Elder Fellowship

傳道同工 Pastors

(*有關卑詩省門諾會的消息，可參網站 mcbc.ca)

主任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12 月 22 日 晚 上 8 時 正
請踴躍邀約親朋赴會

321-5736(H) 862-8200(Cell)

Office hr: Tue-Sat: 2-6pm

義務傳道: 蘇偉林 Stephen So

760-9802(Cell)

主日崇拜程序 18 November 11:15am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11 月 24 日(六) 晚上 7:30
但以理團
11 月 24 日(六) 晚上 7:30
以利沙團
約拿團(Jonah) 11 月 24 日(六) 晚上 7:30
12 月
1 日(六) 晚上 7:30
哈拿團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出席
崇拜
青少年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職業治療講座
書籍分享
TBA

恩賜需運用

2012 Nov

11 月 11 日

Sunday Attendance

88

Worship Service

74

Youth Worship

14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20

Offering

$ 2092 .00

Call to Worship .............. ...............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 ......... Majesty( 崇拜主) ..... ..詩歌頌讚
盡心盡性讚美祂/榮耀歸主名(生 84)/恩典之路/我以禱告來到您跟前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 .......伯四十二 1-7 ............讀經
Message................ 起落中的喜樂 ........... ..講道
Singspiration ......... 主是我磐石(生 289) ......... 回應詩
Offering and Prayer ............................. 奉獻
Announcement ..................................... 報告
Doxology .............. 三一頌(生 536) ............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今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潘蘇綺冰
講道
潘炳均
讀經
黃蕭信欣
音響
林秀慧，林承釗
值日執事

5. Lunch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Nov. 25, for the worship song

禤浩榮牧師
布雷佩瑜
伍仲堅
趙高婉屏

leaders. Please contact Peter.
6. Christmas Potluck Dinner will be held on Dec.22, Saturday;
and a special Christmas Musical Drama ｀A Baby Born in Judea＇
will be presented at 8 pm.
7. We will serve the Peace Church Christmas Banquet on Dec. 8,

報告事項
一. 本堂於今日崇拜內舉行入會禮，入會者蔡展麒及蔡蔡梓
瓊伉儷。
二. 2013 年度福音證主月曆已備妥，每份三元。
三. 今日下午三時正為執事會會議，請各執事準時出席。
四. 下週日（十一月廿五日）主日崇拜前後，將有環球天道
的同工來在大堂外面擺放書攤，所有書籍、聖經及影音製作皆由
六至八折優惠。
五. 崇拜部於下主日(十一月廿五日)星期日崇拜後有「崇拜
領詩事奉人員分享會午餐」，請參與崇拜領詩事奉的弟兄姊妹向
徐顯昌弟兄報名。
六. 本堂將於十二月廿二日星期六晚六時舉行聖誕 Potluck
聚餐，八時正演出特別聖誕歌劇「猶太誕生的小嬰孩」，歡迎邀
約信主或未信主親朋參與。並請記念籌備及詩歌舞蹈綵排工作。
七. 本堂將於十二月八日星期六晚上為英文母堂聖誕聚餐作
晚餐服務（如協助預備食物、茶水及清理等），有興趣參與者請
跟禤師母報名。
八. 蘇傳道今早往浸信會基石堂證道。

Please sign up with Mrs. Huen.
8. Pastor So is preaching at Cornerstone Baptist Church today.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本堂的事工發展。For the church development.
2. 為今日下午的執事會會議。For the deacon board meeting this
afternoon.

為聖誕歌劇「猶太誕生的小嬰孩」的籌備。For the Christmas
Musical Drama ｀A Baby Born In Judea＇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黃允熙
講道
周吳惠鈴
讀經
蘇黃浩瑤
音響
趙偉堂，蔡展麒
值日執事

2012 年 12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2 劉美英 黃允熙 禤浩榮 李偉寧 陳美嫻
Announcements

禤浩榮牧師
李鏡濤
伍仲堅
趙高婉屏

9 潘炳均 吳惠鈴 蘇偉林

司事
林貴顯，劉素珊

劉 妍 黃浩瑤 李雪勒，張瑞韾

1.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will be held today Jason and

16 黃綺華 黃浩瑤 禤浩榮 郭笑玲 禤雁婷

Gobby Choy will become our members.

23 趙錦榮 何嘉妍 禤浩榮 廖志華 蕭信欣 黃佩嫦，蕭少琼

2. 2013 calendars are ready for $ 3 per copy.
3. Deacon board meeting will be held today at 3pm.
4. There will be Christian books, CD, DVD for sale before and
after next week worship, prepared by Tiendao and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All items will be at 20-40% off.

陳紀文伉儷

30 黃志豪 潘炳均 禤浩榮 林少燕 禤雁婷 甄玉敏，羅麗珊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黃允熙

襄禮（2/12）: 黃允熙，潘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