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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Becky 家）

8:00(下次 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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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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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4 日(六)
5 月 24 日(六)
以利沙團
約拿團(Jonah) 5 月 25 日(日)
哈拿團
6 月 7 日(六)

Fellowships)
晚上 7:30
下午 4:00
下午 1:30

TBA

晚上 7:30

從箴言看智慧人生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專題:加拿大面對的道德危機

2014 May ＿＿5 月 11 日

Sunday Attendance

99

Worship Service

85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14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20

Offering

$ 2969.00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敬拜上帝..............
奇異的愛(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榮美恩主
在你眼前/傳頌你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林前十三 1-8 ...............
讀經
Message.................. 愛的再思 ...................
講道
Singspiration.........愛主更深(生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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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劉美英
講道
讀經
黃志豪
黃蕭信欣
音響
李鏡濤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4. Our church will host a Cantonese Worship again at the

周力行牧師
廖志華
鄧偉綸
趙高婉屏

報告事項
一). 承蒙溫哥華宣道會（北本立比教會）周力行牧師蒞臨證
道，本堂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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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今日下午二時半為執事會會議。
四). 本堂將會明早在 Pinegrove Place 再次負責簡短之粵語
崇拜，參與者請於上午十時抵達抵達該老人院。
五). 本堂將於六月一日主日崇拜時間內舉行入會禮，入會者
姚奇伉儷。
六). 外間消息：本立比中信中心於 5 月 17, 24 及 31 日逢週
六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舉行基督徒理財講座，「從管家的角度
為退休作好準備」。詳情請留意有關的海報。
另外，恩雨之聲在六月六至八日（週五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週六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週日下午二至五時）於本堂舉行「生
命關顧訓練課程」，目的在訓練信徒善用電話或網絡作關顧事工
及領人歸主。講員：郭黎瑞心（恩雨之聲生命關顧事工總監）。
有興趣參與者請向禤師母報名。課程包括：
＊從聖經角度看關顧。
＊電話及網上關顧原則與技巧。
＊個案處理與實習。

Announcements: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Rev. Raphael Chow, from
Vancouver Chinese Alliance Church-North Burnab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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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eacon board meeting will be held today at 2:30 pm.

nearby Pinegrove Place, tomorrow morning.
5.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June 1. Mike
and Monica will become our formal church members.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為今日下午的執事會。For the deacon board meeting today.
2. 為 Pinegrove Place 老 人 院 的 關 顧 事 工 。 For the Pinegrove
Minist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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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讀經
趙錦榮
禤雁婷
音響
楊林少燕，林林小梅
值日執事/部長

禤浩榮牧師
葉郭笑玲
鄧偉綸
趙高婉屏

2014 年 6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1 潘炳均 吳惠鈴

禤浩榮 林秀慧 蕭信欣

劉素珊，劉 妍

8 蘇綺冰 潘炳均

陳耀棠 陳紀文 沈明皓

姚 奇伉儷

15 黃志豪 黃志豪

禤浩榮 李麗萍 蕭信欣

林紹祥，李碧蘭

22 徐顯昌 徐顯昌

禤浩榮 林貴顯 禤雁婷

甄玉敏，陳芷娟

29 黃允熙 吳惠鈴

禤浩榮 李雪勒 禤雁婷

鄭容妹，林承釧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部長：潘淑珍

襄禮（1/6）: 徐顯昌，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