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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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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禱會(Prayer Meeting)6 月 7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列治文查經班(笑玲家)

11:30

逢第四主日上午 11:30

7:30(5 月 19 日)

週六 逢二, 四週六晚 7:30
逢每月首主日下午 1:00
每月第四週日
雙月第一週六晚 7:30
單月首週六早 11:00

但以理團 Daniel Fel.
約書亞團 Joshua Fel.
約拿團 Jonah Fel.(少年)
哈拿團 Hannah F. (姊妹團)
長青團 Elder Fellowship

署理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321-5736 (Home) 862-8200 (Cell)
教會幹事(部份時間): 趙高婉屏 Joey Chiu (778-863-9939)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7 May 11:30 am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慶祝母親節
但以理團
5 月 13 日(六) 晚上 6:00
Baking cooking
約書亞團
5 月 13 日(六) 下午 4:00
約拿團(Jonah) 5 月 14 日(日) 下午 1:00
TBD
食得健康
哈拿團
6 月 4 日(日) 下午 1:00
長青團
7 月 1 日(六) 上午 11:00 待定
上主日記錄(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7

Apr.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永生神就是靈(生 35)...............
詩歌頌讚
天地讚美/Amazing Grace (My Chains Are Gone)
寶貴十架

4 月 30 日

出席
崇拜
青少年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Sunday Attendance

84

Worship Service

84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17

月禱會

Monthly Prayer Meeting

13

常費奉獻

Offering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0

$ 2290.00

代禱
Intercession .. .......................................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太五 1-12.......................
講道
Message.................基督與八福....................
聖餐
Communion............主我願像你(生 391)......... .....
奉獻
Offering and Prayer................. ................
.
Announcement .......................................報告
..
祝禱
Doxology ................. 三一頌 ....................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襄禮

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劉美英
講道
潘炳均
讀經
黃蕭信欣
司事
鄧偉綸
值日執事
徐顯昌，趙盧亦蘭
獻花

禤浩榮牧師
單有強
趙高婉屏，梁劉曉琳
蔡展麒
潘炳均伉儷

報告事項
一).本堂於今日開始成人主日學新
課程「希伯來書」，為期兩個月，導
師禤浩榮牧師，歡迎參與。
二).教會於六月四日舉行洗禮及轉
會禮，凡欲接受洗禮或轉會者，請與
禤牧師聯絡，安排洗禮班或會友班。
三).明日為 Pinegrove Place 探望長者
之活動及簡單敬拜，參與者請於上午
十時到達。
四). 本堂於五月廿一日星期日崇拜
後舉行臨時會友大會，議討聘牧事宜。
五).本堂於五月十二及十九日星期
五晚上舉行特別講座「使徒腳蹤」 ，
藉圖象講述使徒保羅幾次宣教的旅程，
主題分別為「初期教會增長的 18 個領
域」及「跟隨保羅的腳蹤」，由以斯拉
培訓網絡的蔡春曦牧師主講，歡迎參
與。
六). 外間消息: 由 OnTrack 領袖培訓
學院舉辦「從聖經人物看使命人生」於
五月廿六至廿八日，星期五晚上、星期
六全日及星期日下午在溫哥華華人宣道
會舉行。以及「職場領袖」於六月二至
四日，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全日及星期
日下午在基督教頌恩堂舉行，講員麥漢勳牧師。於五月十四日前
報名$120，之後為$180，請向趙高婉屏姊妹報名。

七). 外間消息: 恩雨之聲 30 週年異像分享感恩晚宴，將於五
月廿八日星期日晚上在富大海鮮酒家舉行，詳情請参閱海報。

Announcements:
1. New Sunday Adult School class, The Book of Hebrews, start today.
Pastor Joseph Huen is the instructor.
2. Baptismal ceremony and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June 4, for those who want to be baptized or church membership transferred,
please contact Pastor Joseph Huen.
3. Tomorrow morning, we will have the Cantonese Worship at the Pinegrove
Place.
4. Interim General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Sunday, May. 21. To discuss hiring
Pastor matters.
5. Special workshops on ' In the Footsteps of St. Paul ' will be held on May 12
and 19. Rev. Francis Choi of Equip-to-Serve Ministry will be the speaker.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聘牧事宜。For searching of the new pastor.
2. 為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姊妹。For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sick.
3. 為今日下午執事會會議。For the deacon board meeting this afternoon.

4. 為 浸 禮 及 轉 會 禮 。 For the Baptismal ceremony and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5. 為五月十二及十九日星期五晚上舉行的特別講座「使徒腳蹤」
For the ' In the Footsteps of St. Paul ' workshop of May 12 & 19.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潘蘇綺冰
講道
趙高婉屏
讀經
徐沈明皓
司事
鄧偉綸
值日執事

楊望侯牧師
林貴顯
林秀慧，林承釧

蔡展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