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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10:00(July-Aug.) 成人主日學(Sun. School)8 月暫停
11:30(July-Aug.)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及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30 少年主日學(Youth Sun. School)
(July-Aug.)
少年崇拜（Yout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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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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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Ivy 家）

8:00(下次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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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31 August 11: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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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hr: Tue-Sat: 3-5 pm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9 月 13 日(六)
但以理團
9 月 6 日(六)
以利沙團
約拿團(Jonah) 9 月 14 日(日)
10 月 4 日(六)
哈拿團

宣召祈禱
Call to Worship................................
Singspiration..........擁戴耶穌............ 詩歌頌讚

Fellowships)
晚上 7:30

現代互聯網與我

讚頌未停／天父必看顧你（生 52）／慈繩愛索／靠向我主

上午 11:00 與長青團合團
下午 1:30

TBA

晚上 6:00

感恩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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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手機關掉，預備心靈參與敬拜)

2014 August＿8 月 24 日

Sunday Attendance

96

Worship Service

89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7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

Offering

$ 455.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路十八 18-23...............
讀經
Message.............. 信耶穌為要做好人? ..............
講道
Singspiration....... 有福的確據(生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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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顯昌
講道
禤浩榮牧師
讀經
林貴顯
徐顯昌
禤雁婷
音響
伍仲堅
伍姚惠英、林林小梅
值日執事/部長 黃志豪

報告事項
一). 今週三晚上七時半為教會月禱會，歡迎參加，為教會守
望，為肢體禱告。
二). 英文母堂崇拜時間於下主日(九月七日)改回於九時半開
始，因此本堂亦相應於下主日改回於十一時十五分開始崇拜，敬
希各會眾留意。
三).新一季主日學於九月七日開課：潘淑珍姊妹負責的真理成
長班及禢牧師負責的「成人主日學」（九月份仍會播放蔡麗貞博
士之「權威與權柄」培靈講道帶及作有關的討論）。
四). 本堂將於九月廿一日崇拜後舉行午餐愛筵，每位八元，
五歲至十二歲收五元，請向黃林紹祥姊妹報名及繳費。
五). 本堂將於九月廿一日晚上七
時半舉行特別《啟示錄講座:揭開啟
示錄的神秘面紗》，由禤牧師主講，
歡迎弟兄姊妹邀約信主或未信主親朋
赴會。
六). 禤牧師於九月四日至十六日
休假，回港探親。

Announcements:
1. Our monthly prayer meeting will
be held this Wed. night at 7:30 pm.
2. Our worship starting time will
back to normal (11:15 am) next Sunday.
3. Our Fall Season Sunday School will start on Sept. 7, with
Jane＇class on Basic Biblical Truths and Pastor Huen＇s Adult
School (continue to listen to the DVD devotional lectures
followed by class discussion).

4. Love Feast lunch will be held after worship on Sept. 21.
Fee: $ 8 per person, $5 for those who are 5 – 12.
5.Special workshop on Revelation will be held on Sept.21, with
Pastor Huen as the speaker.
6. Pastor Huen will be on holiday from September 4-16.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為林秀慧姊妹的身體康復。Keep praying for Kathy＇s recovery.
2.為聘請助理傳道之事宜 。For the searching of an assistant
pastor.

3.為學生們九月份的開課情況。 For the schooling condition of
the students in September.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襄禮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Rev. Tim Keupfer
黃志豪
讀經
黃玉萍
黃蕭信欣
音響
朱立榮
李鏡濤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趙高婉屏
徐顯昌，趙高婉屏
獻花
潘淑珍
2014 年 9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7 趙錦榮 黃志豪 Tim. K. 黃玉萍 蕭信欣

司事
李鏡濤伉儷

14 蘇綺冰 吳惠鈴

李鑄成 彭卓仁 沈明皓

林少燕，陳芷娟

21 黃綺華 徐顯昌

禤浩榮 周健華 禤雁婷

黃鑑潮伉儷

28 劉美英 潘炳均

陳頌恩 郭笑玲 陳美嫻

余頌恩伉儷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部長：高婉屏

襄禮（7/9）: 徐顯昌，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