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基督教

11571 Daniels Road, Richmond, B.C., Tel/Fax (604) 278-9848
本堂網頁 Church website www.rpcmc.ca (卑詩省門諾會消息，可參網站 mcbc.ca)

主日上午 10:00
11:30

逢第四主日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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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月禱會(Prayer Meeting) 1 月 4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列治文查經班(笑玲家)

門 諾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7 年題：堅固信仰根基，實踐基督使命

7:30(1 月 6 日)

週六 逢二, 四週六晚 7:30

但以理團 Daniel Fel.

逢每月首主日下午 1:00

約書亞團 Joshua Fel.

每月第四週日

約拿團 Jonah Fel.(少年)

雙月第一週六晚 7:30

哈拿團 Hannah F. (姊妹團)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單月首週六早 11:00

長青團 Elder Fellowship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五十四 2）

署理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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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TBA
但以理團
1 月 14 日(六) 晚上 7:30
TBA
約書亞團
1 月 15 日(六) 下午 1:30
TBA
約拿團(Jonah) 1 月 22 日(日) 下午 1:00
待定
哈拿團
2 月 4 日(六) 晚上 7:30
長青團
1 月 7 日(六) 上午 11:00 待定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6 Dec.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1 January 11 a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聖哉三一(生 5)................
詩歌頌讚
敬拜主/我要歌頌你聖名/你是配得/Hi Ne Ni

12 月 25 日

Sunday Attendance

98

Worship Service

98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18

$ 8425.00

代禱
Intercession .... .....................................
Scripture Reading........賽五十四 1-5..............讀經
講道
Message.................. 召命人生......................
Communion.............晚禱(生 498)................ 聖餐
奉獻
Offering and Prayer. ................................
.
報告
Announcement ........................................
.
祝禱
Doxology ................. 三一頌 ...................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襄禮

今日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禤浩榮牧師
蔡蔡梓瓊
讀經
黃玉萍
黃蕭信欣
司事
趙偉堂，周健華
伍仲堅
值日執事
徐顯昌
潘炳均，潘淑珍
獻花
徐顯昌

6. New directory is being compiled, please check if there is any information
that need to be renewed.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本年度主題及事工計劃。For the church theme and planning 2017.
2. 為成人主日學新課程。For the new adult Sunday school.
3. 為 今 日 下 午 的 特 別 商 討 會 議 。 For the discussion meeting next
Sunday.

報告事項
一).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於己於今早開始，導師為 A Rocha
Canada 之 同 工 趙 汝 圖
傳道，題目為「在世
俗-後現代挑戰中作上
主的使命子民」。為
期六星期，歡迎參加。
二).今日聖餐崇拜
後將舉行特別商討大
會（商討加拿大聯會
的BFC7方案）。聯會
這方面的決定對本堂
日後可以有很深遠影響，因此本堂會眾務必預留時間出席此商議
大會。求主保守帶領。
三). 本週三晚上七時半教會月禱會，歡迎參與，為教會守望。
四) 長青團於今週六(一月七日)上午聚會(茗茶)，敬希留意。
五). 本堂將著手製作 2016 年年報，請各執事及部長將稿件
交給黃允熙弟兄。
六). 本堂亦將編製新的通訊錄，請會友在舊的通訊錄中作資
料更改，並填寫授權紙。

Announcements:
1. New 6 weeks adult Sunday school class, ‘Living as God’s Missional
People in the Secular-Postmodern Challenge’, starts today, Pastor Samuel
Chiu from A. Rocha Canada is our instructor.
2. Today we have discussion meeting (about the BFC7) after the worship.
3. Our monthly prayer meeting will be held this coming Wed. night.
4. Elderly Fellowship will meet this coming Saturday morning.
5. Our annual report is being compiled, may all deacons and department
heads please submit their sharings to Holly.

4. 在新的一年，為世界求平安。For world peace.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禤浩榮牧師
講道
鄧何嘉妍
讀經
黃陳美嫻
司事
伍仲堅
值日執事

李紹光牧師
林貴顯
楊林少燕，林林小燕
徐顯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