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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Sun. School)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及
11:15
少年主日學(Youth Sun. School)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 15 少年崇拜（Youth Worship）

每主日上午

9:45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月禱會(Prayer Meeting)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列治文查經班（郭笑玲家）

門 諾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4 年題：靈命進深齊事奉，裝備自己為主用

7:30(下次 5 月 2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Becky 家）

8:00(下次 4 月 30 日週三)

週六 逢二, 四週六晚 7:30

但以理團 Daniel Fel.(成人)

逢週六晚 4:00

以利沙團 Elisha Fel.(就業)

每月第二,四週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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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月第三週日下午 1:00

夫妻小組 Young Couple Small Group

主任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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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13 April 11:15 am

Office hr: Tue-Sat: 3-5 pm

(請將手機關掉，預備心靈參與敬拜)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但以理團
4 月 26 日(六)
4 月 26 日(六)
以利沙團
約拿團(Jonah) 4 月 13 日(日)
哈拿團
6 月 7 日(六)

Fellowships)
晚上 7:00

查經:從箴言看財富

下午 4:00

TBA

下午 1:00

Weird questions.

晚上 7:30

從箴言看智慧人生

向君王歡呼/有一位神/是為了我罪/唯獨恩主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4 April ＿4 月 6 日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Sunday Attendance

92

Worship Service

86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 和撒那.............. 詩歌頌讚

6
23

$ 1577 .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 約十二 12-19...............
讀經
Message.................. 和平之君 ..................
講道
Singspiration..... 何等奇妙的救主(生 64）.............
回應詩
Offering and Prayer ..................................
奉獻
Announcement .........................................
報告
Doxology ................ 榮耀歸神 ...................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今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潘炳均
講道
讀經
周吳惠鈴
徐沈明皓
音響
陳紀文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and actresses are Tong, Sindy, Jason, Joey, Simon, Vaillant

禤浩榮牧師
林貴顯
伍仲堅
黃志豪

報告事項
一). 本週五(四月十八日)晚七時半為受苦節記念晚會，主
題「大祭司」，藉詩歌及信息分享，思念耶穌基督的十架恩情。
二). 本堂將於五月三十一
日週六晚七時半演出古裝福音
話劇「白玉老虎」，請記念採
排及宣傳的工作。演員有趙偉
堂弟兄，黃玉萍姊妹，蔡展麒
弟兄，趙高婉屏姊妹，李加昇
弟兄，鄧偉綸弟兄，鍾鄭容妹
姊妹等。
三). 外間消息：『加拿大
突破宣道——生命轉化中心』
將於 5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六時
在列治文幸運海鮮酒樓舉辦一
週年紀念異象分享感恩晚宴。詳情請留意有關海報。
Announcements
1. Special Good Friday Night meeting, ｀The High Priest＇,
will be held on April 18.
2. Evangelical drama ｀White Jade Tiger＇will be presented on
May 31, Saturday, 7:30 pm. Please pray for the rehearsal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event.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受苦節晚會「大祭司」的詩歌採排。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mall group singing at Good Friday.

2. 為 古 裝 福 音 話 劇 「 白 玉 老 虎 」 的 採 排 及 宣 傳 。 For the
rehearsals and promotion of the evangelical drama.The actors

and Ivy.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復活節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禤浩榮牧師
讀經
音響
禤雁婷
姚
奇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李賓來傳道
彭卓仁
伍仲堅
黃志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