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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chool)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
少年主日學(Youth Sunday School)
少年崇拜(Youth Worship)
月禱會(Prayer Meeting) 6 月 6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上

列治文查經班(笑玲家)

11:30

逢第四主日上午 11:30

7:30 (6 月 15 日)

逢二, 四週六晚上 7:30
每月兩次, 週六/日
每月第四週日
雙月第一週六晚上 7:30
單月第一週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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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green Fellowship

基督少年軍聚會(Awana):每月逢二、四週週六上午十時
主任牧師：黃偉光 Samuel Wong 243-8824 (Home) 376-1539 (Cell)
教會幹事(部份時間): 趙高婉屏 Joey Chiu 778-863-9939 (Cell)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5 月 26 日 (六) 晚上 5:30
但以理團
5 月 27 日 (日) 下午 2:00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6 月 10 日 (日) 下午 1:00
基督少年軍 6 月 2 日 (六) 上午 10:00
6 月 2 日 (六) 晚上 6:00
哈拿團
7 月 7 日 (六) 上午 11:45
長青團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普樂晚餐+查經
夫妻間點滴
TBA
AWANA
遊覽漁人碼頭
TBA

2018 May
5 月 13 日
出席
Sunday Attendance
81
崇拜
Worship Service
75
青少年崇拜/主日學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6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21
常費奉獻
Offering
$ 2220.00

基督教

門 諾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8 年題:禱告更新壯靈命，展翅迎接新里程
Spiritual Renewal Through Prayer, Soaring High in His Time
以賽亞書四十章 31 節

我 還 有 末 了 的話 、
你 們 要 靠 著 主 、
倚 賴 他 的 大 能 大
力 、 作 剛 強 的
人 。
要 穿 戴 神 所 賜 的
全 副 軍 裝 、 就 能
抵 擋 魔 鬼 的 詭 計。
(弗 6:10-11)

主日崇拜程序
20 May 11:30 am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 全能父上帝.................詩歌頌讚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我們呼求

祢成就救恩
代禱
Intercession.............................................
Scripture Reading.........提後二 1-8.................讀經
Message..................作主精兵............... 講道
Singspiration..........興起為耶穌(生 377)..............
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奉獻
Announcement .....................................報告
..
Doxology ..................三一頌...................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黃綺華
徐顯昌
徐沈明皓
朱立榮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道
讀經
司事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陳紀文
陳李麗萍，伍姚惠英
蔡展麒

報告事項
一). 承蒙禤浩榮牧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二).今日下午二時有中信中心卑斯省小城宣教的事工主任尹
王笑玲傳道分享，請各肢體出席認識這福音事工。
三).本堂將於(六月一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半，與恩雨之聲合
辦舉行「愛相隨」生命分享會，分享嘉賓張瑪莉小姐。請邀請未
信朋友出席。
四).新的主日學課程將於六月十日開始，至七月底。題目：
「以膝代步」；導師: 潘淑珍姊妹。呼籲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參加
主日學，一同學習聖經真理。
五).六月三日上午十時半與英文堂舉行中、英聯合崇拜、聖
餐及愛筵。愛筵成人每位十元，五至十二歲七元，請儘早向徐沈
明皓姊妹報名。方便預備食物。

4. A new two months’ Sunday School class will start from June 10. Topic:
“Pray as You Go”.
5. A joint worship and holy communion service with Peace Church will be
held on June 3 at 10:30 am, followed by lunch. A great time for us to worship
and fellowship together with our sister church.
6. Come and join our fun-filled Summer Carnival from 12 noon to 4:00 pm,
June 9, Saturday
7. Our 2018 Summer Camp will be held on July13--15, at Camp Luther,
Mission, BC. The Chinese speaker is Rev. Ivan Leung. Early Bird rate,
$140 for adult, $80 for 5-12. After June. 17, $175 for adult, $110 for 5-12.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為美國因遷移領事館至耶路撒冷而引至加沙地帶的暴亂禱告。
Pray for the turbulence and violence of Gaza after US relocated the embassy
to Jerusalem.

2.為六月一日張瑪莉的生命分享會和六月九日的夏日嘉年華禱
告，求主使用，藉此等聚會/活動，接觸更多未信人仕，把福音
帶給他們。Pray for the life sharing meeting on June 1 and our summer
carnival on June 9 We ask God to draw more unchurched people to the
program/meeting and they will experience the love of Jesus.
3.為 Margarita 姊妹接受電療及化療後的康復禱告。求主保守。
Pray for sister Margarita after her radiation and chemotherapy treatment, may
God‘s mercy be with her.

六).本堂將於(六月九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至四時，舉行夏
日嘉年華(備有簡單午餐，酌量收費)，內容有遊戲、面部塗彩、
充氣城堡、禮物等等。請邀請鄰居及朋友參加。
七).2018 年教會夏令會將於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週五黃昏
至週日下午）於 Camp Luther,Mission, BC.舉行，主題: 扎根基督，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潘蘇綺冰
講道
黃偉光牧師
趙高婉屏
讀經
黃玉萍
黃陳美嫻
司事
葉郭笑玲，馬張紫盈
朱立榮
值日執事 蔡展麒

講員為梁海華牧師，晨鳥優惠成人$140，五至十二歲$80。晨鳥
優惠期過後 (六月十七日後) 之正式收費為成人$175,五至十二
歲$110。可向余劉雪芳姊妹，李黃劉愉姊妹報名參加。

Announcements: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Pastor Joseph Huen.
2. This afternoon at 2:00 pm, Pastor Stella Wan – Director of Rural Mission,
CCM Canada will come to share BC Small Towns Ministry with us
3. In cooperation with Showers of Blessing, an outreach life sharing night by
Mary Cheung will be held in our church on June 1 – Friday at 7:30 pm.

主席

2018 年月 6 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司事

3 黃偉光

陳美嫻

黃偉光

林貴顯 英文堂 余頌恩伉儷/黃劉愉

10 趙錦榮

趙偉堂

曹偉彤

郭笑玲 沈明皓

李麗萍，陳芷娟

17 蘇綺冰

黄允熹

黃偉光

黃玉萍 趙倚彤

林秀慧，姚惠英

24 潘炳均

鄧偉綸

黃偉光

黃健生 陳美嫻

音響：徐顯昌

值日執事：趙盧亦蘭

單有強伉儷

襄禮（6/3）: 潘炳均，劉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