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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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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21 May 11:30 am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Bible Study
但以理團
5 月 27 日(六) 晚上 7:30
Bible Study
約書亞團
5 月 28 日(日) 下午 4:00
約拿團(Jonah) 5 月 28 日(日) 下午 1:00
TBD
食得健康
哈拿團
6 月 3 日(六) 晚上 7:30
長青團
7 月 1 日(六) 上午 11:00 待定
上主日記錄(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7

出席
崇拜
青少年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May.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獻上頌讚 Shout to the Lord...............
詩歌頌讚
我的神我敬拜你/神大愛/站於天地之間

5 月 14 日

Sunday Attendance

87

Worship Service

87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6
17

$ 2527.25

代禱
Intercession..........................................
讀經
Scripture Reading.......徒十二 1-9.......................
講道
Message................你信禱告嗎？....................
Singspiration..........神！你在掌管........... ..... 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 奉獻
.
報告
Announcement ....................................... ..
Doxology ................. 三一頌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今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黃綺華
講道
徐顯昌
讀經
趙倚彤
司事
鄧偉綸
值日執事

Announcements:
禤浩榮牧師
鍾鄭容妹
廖志華，周健華
蔡展麒

報告事項
一).本堂於六月四日主日崇拜內舉行入會禮，及於下午二時
半舉行洗禮，入會者黄健生弟兄，黄張華儀姊妹。受浸者周禮華
弟兄，柯俊年弟兄，趙倚彤姊妹；請會友預留時間參與，共頌主
恩。
二).本堂於今日主日崇拜後舉行臨
時會友大會，議討聘牧事宜，請各會
友留步參與。
三).本堂於六月廿五日主日崇拜後
舉行夏日嘉年華，歡迎邀請親朋一同
參與。
四).2017 年平安堂夏令會將於今
年七月十四至十六日(週五至日)在
Camp Luther, Mission, BC.舉行，講員
李賓來牧師，主題「從破蛋到破
繭」，已經開始之晨鳥優惠成人
$135，五至十二歲$75。晨鳥優惠期過後(六月十一日後)之正式收
費為成人$175, 五至十二歲$109。可向徐顯昌弟兄或蔡展麒弟兄
報名參加。七月十六日主日的崇拜將於營內舉行，本堂現址將不
會另有崇拜。今年夏令會籌委會是(主席) 徐顯昌弟兄，蔡展麒
弟兄，余劉雪芳姊妹，李黃劉愉姊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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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請向趙高婉屏姊妹報名。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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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aptismal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June 4, Sunday at 2:30 pm. Colin Wong
and Ruby Wong will transfer their church membership to our church. Howard
Chau, Mr. Or Chon-Nin and Rachel Chiu will be baptized;
2. Interim General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today. To discuss hiring Pastor
matters.
3. Summer Carnival will be held on June 25, Sunday at 1:00 pm.
4. Our 2017 Summer Camp will be held on July14-16, at Camp Luther,
Mission, BC. The Chinese speaker is Rev. Berechiah Lee. Early Bird rate,
$135 for adult, $75 for 5-12. After June. 11, $175 for adult, $109 for 5-12.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為聘牧事宜。For searching of the new pastor.
2.為六月四日受洗及入會的弟兄姊妹。For those who will be baptized
or membership transferred on June 4.
3. 為身體有軟弱的弟兄姊妹。For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sick.

4.為夏令會的籌備。For the summer camp preparation.
5. 為夏日嘉年華的籌備。For the Summer Carnival preparation.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潘淑珍
蔡梓瓊
陳美嫻
鄧偉綸

主席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道
讀經
司事
值日執事

麥漢勳牧師
陳紀文
林少燕，陳芷娟
蔡展麒

2017 年 6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司事

4 潘炳均 鄧偉綸

禤浩榮

李雪勤

蕭信欣

林貴顯伉儷

11 黃綺華 徐顯昌

陸鍚驄

單有強

沈明皓

余頌恩伉儷

18 高婉屏 高婉屏

禤浩榮

黃玉萍

趙倚彤

郭笑玲，姚惠英

25 潘淑珍

陳頌恩

廖志華

陳美嫻

陳紀文伉儷

音響：朱立榮

蔡梓瓊

值日執事：盧亦蘭

襄禮（4/6）: 黃志豪，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