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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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列治文查經班(笑玲家)

7:30(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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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月首週六早 11:00

長青團 Elder Fellowship

署理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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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TBA
但以理團
3 月 11 日(六) 晚上 7:30
Bible Study
約書亞團
2 月 26 日(日) 下午 1:30
TBA
約拿團(Jonah) 2 月 26 日(日) 下午 1:00
TBA
哈拿團
4 月 1 日(六) 晚上 7:30
長青團
3 月 4 日(六) 上午 11:00 待定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7 Feb.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26 February 11:30 a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榮耀歸於真神(生 8).............
詩歌頌讚
你真偉大(生 12)/雲中太陽/靠向我主

2 月 19 日

Sunday Attendance

88

Worship Service

84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耶和華的公義與忿怒」(那鴻書 1:1-8；3:1-7)
主前七百多年，約拿奉命規勸尼尼微人悔改；一百多年後，
神興起先知那鴻再度對尼尼微人宣告審判的信息，並以此安慰當
時受欺壓的猶大國。
《約拿書》中出現的是一位不順服的先知和全城立即悔改的
百姓，而《那鴻書》中出現的是一位順服的先知和全城死不悔改
的百姓。因此我們相信，神藉著約拿讓人看見神恩典的時代，也
藉著那鴻讓人看見神末世的審判。其實，神對尼尼微的審判也正
是對我們這罪惡世界的審判，尼尼微不只代表了世上一切敵擋神
的邪惡勢力，也代表了人生命中的堅固營壘，任何敵擋神權柄的
都將面對神烈怒的審判，無一倖免，即使強盛如亞述尼尼微大
城。 大綱：
（1） 尼尼微城滅亡的宣告（1） 尼尼微城傾覆的描述
（3） 尼尼微城覆亡的原因（4） 神是我們安慰和盼望

4
18

$ 1460.00

Intercession ....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鴻一 1-5 ............... 讀經
Message..............耶和華的公義與忿怒...............
講道
Singspiration...........堅定相信(生 341)...............
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 ................................
.
奉獻
Announcement ........................................
.
報告
Doxology ................. 三一頌 ...................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今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鄧偉綸
讀經
徐沈明皓
司事
鄧偉綸
值日執事

譚兆麟牧師
趙高婉屏
廖蕭少琼，單李筱鳴
蔡展麒

報告事項
一).承蒙譚兆麟牧師蒞臨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二).本堂於昨日下午已舉行關懷技巧須知講座，由中信負責
關懷事工的鄭鄒穎雩師母主領，共有十多位弟兄姊妹參加。
三). 新一季成人主
日學已於今早開始，課
程為「主禱文、聖殿與
靈修」，導師為楊望侯
牧師，共五課。
四).本堂於今日崇拜
後舉行會友大會，懇請
各會友留步參與。
五). 本週三(三月一
耶穌教導之主禱文是參考聖殿的敬拜
日)為教會月禱會，歡迎
進程? 這進程可成為我們信徒靈修、
親近上帝的重要參考模式?
參與，為教會代禱。
六). 三月份聚會預告:
A. 本堂於三月廿五日週六晚上七時半邀請泉源劇社演出福音話
劇「心債」，請弟兄姊妹出席參與，並踴躍邀請親朋赴會。
B. 本堂於三月三十一日週五晚七時半舉行培靈會，講員鄭彼得
牧師，主題為「操練的群體」，請弟兄姊妹預留時間參與，共沐
主恩。
外間消息: A. 大溫哥華葛福臨佈道大會將於三月三日週五閱晚七
時，四日週六晚七時，五日晚六時於羅渣士體育館舉行，免費入場，國
粵語即時傳譯。 B. 中神於二月廿五日週六晚七時半至九時主辦「生命
之道」培靈會，主題「艾城戰事的焦點：猶大支派的亞干」，地點在列
治文華人播道會，講員為「中神」生命之道事工主任梁國權先生。

Announcements: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Rev. Allan Tam.

2. Mrs. Terries Teh (from CCM Canada) had the Caring Technique
workshop for us yesterday afternoon.
3. New adult Sunday school has started today, for 5 lessons. The topic is
‘The Lord’s Prayer, The Holy Temple and Devotion’, Rev. Howard Yeung is
our instructor.
4. Annual General Meeting will be held today after worship.
5. Our monthly prayer meeting will be held this coming Wed. night, 7:30pm.
6. We have invited the Fountain Drama to present a gospel drama ‘Heart
Debt’ on March 25, Saturday, 7:30 – 9 pm. Devotional Night will be held on
March 31, Friday night. Rev. Peter Teh will be our speaker.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今日下午的會友大會。For the AGM today.
2. 為今日開始的成人主日學新課程。For the new adult Sunday School.
3. 為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姊妹。For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sick.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襄禮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劉美英
講道
禤浩榮牧師
趙高婉屏
讀經
布雷佩瑜
黃蕭信欣
司事
趙偉堂，周健華
朱立榮
值日執事
趙盧亦蘭
黃志豪，趙高婉屏

主席

2017 年 3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5 劉美英 高婉屏

禤浩榮

雷佩瑜

蕭信欣

趙偉堂，周健華

12 黃綺華 徐顯昌

禤浩榮

單有強

沈明皓

林秀慧，林承釧

19 潘炳均 蔡梓瓊

Rev.Winston

林貴顯

蕭信欣

郭笑玲，姚惠英

26 潘淑珍 鄧偉綸

楊望侯

陳紀文

沈明皓

李麗萍，林小燕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盧亦蘭

襄禮（5/3）: 黃志豪，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