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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15 少年主日學(Youth Sun. School)
少年崇拜（Yout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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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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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Becky 家）

8:00(下次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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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堂音樂感恩讚美之夜 –

主日崇拜程序 28 September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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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手機關掉，預備心靈參與敬拜)

Office hr: Tue-Sat: 3-5 pm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但以理團
10 月 4 日(六)
10 月 4 日(六)
以利沙團
約拿團(Jonah) 19 月 4 日(六)
哈拿團
10 月 5 日(日)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宣召祈禱
Call to Worship................................
詩歌頌讚
Singspiration........ 快樂崇拜(生 22)............

Fellowships)

頌讚耶穌聖名(生 55)/天地讚美/以馬內利/主禱文

晚上 7:30

音樂感恩讚美之夜

下午 2:30

音樂感恩讚美之夜

下午 2:30

Thanksgiving Music Night

晚上 6:00

感恩節分享

上主日記錄(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4

Sept＿9 月 21 日

Sunday Attendance

96

Worship Service

90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十月四日晚上七時

6
16

$ 1907.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太廿五 14-23...............
讀經
Message................. 信徒皆祭司 ..................
講道
Singspiration.........活著為耶穌(生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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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蘇綺冰
講道
陳頌恩博士
讀經
彭卓仁
潘炳均
禤雁婷
音響
朱立榮
余頌恩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趙高婉屏

報告事項
一).承蒙克里威廉神學院之余陳頌恩博士/牧師蒞臨證道，本
堂謹此致謝。
二).英文堂舉辦之 Take Care Program 於本週六（十月四日）上
午九至十二時舉行，凡本堂參與兒童事工的弟兄姊妹均須參加。
三).本堂將於本週六（十月四日）晚七時半舉行「音樂感恩讚
美之夜」，請會眾預留時間參與，同心讚美上帝。
四).成人主日學於十至十二月新課程為「聖經歷史綜覽」，下
主日(十月五日)開課，導師禤牧師，歡迎參加，主日上午九時四
十五分開始。請參與主日學的弟兄姊妹儘量準時出席。
五).本堂於十月十九日將與英文母堂合堂崇拜，崇拜改於上午
十時開始，聚會後有聯合午餐愛筵，請會眾預留時間參與。
六).本堂將於十一月一日星期六晚舉行堂慶佈道聚餐及佈道晚
會，主題為《真理與歪理》，講員陳滿堂醫生，請記念各項籌備
及邀約工作。
七).本堂將於十一月十六日舉行會友大會，選舉新一屆執事，
現已接受提名。
八).本堂將於十一月廿三日下午舉行洗禮及入會禮，欲入會成
為平安堂會友或欲接受洗禮者，請跟禤牧師聯絡，安排洗禮班及
會友班。

Announcements: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Dr./Rev. Joyce Chan,
from Carey Theological College.
2. Take care program will take place this Saturday, 9-noon.
3. We will have Thanksgiving Music Night on Oct. 4.
4. New Adult Sunday School Class, ｀Survey of Bible History＇,
will start on Oct.5, and lasts for 3 months.
5. Joint Worship with Peace Church will be held on Oct. 19,

and will start at 10 am. We will also have joint lunch
afterwards.
6.Our Anniversary Evangelical Night will take place on Nov.1,
with Dr.Robert Chan as the speaker.
7.Annual meeting of our church will be on Nov. 16, and new
Deacon board will be elected.
8.We will have Baptismal ceremony and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on Nov. 23, please contact Mrs. Huen for arranging
the Baptism classes and the Membership classes.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 本 週 六 的 音 樂 感 恩 晚 會 的 最 後 籌 備 工 作 。 For the
Thanksgiving Music Night.

2. 為十一月的洗禮及入會禮 。For the Baptismal ceremony and
the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in November.
2. 為 十 一 月 一 日 的 堂 慶 佈 道 會 的 籌 備 及 宣 傳 工 作 。 For the
Anniversary Evangelical Night.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襄禮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黃志豪
講道
黃志豪
讀經
音響
黃陳美嫻
姚 奇伉儷
值日執事/部長
趙錦榮伉儷
獻花

禤浩榮牧師
陳紀文
伍仲堅
潘淑珍
趙錦榮伉儷

2014 年 10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5 黃志豪 黃志豪

禤浩榮 陳紀文 陳美嫻

姚 奇伉儷

12 潘炳均 黃允熙

禤浩榮 郭笑玲 蕭信欣

劉素珊，劉 妍

19

與英文母堂合堂, 上午十時正開始崇拜

26 黃允熙 吳惠鈴
音響：伍仲堅

陳孟賢 林貴顯 沈明皓

值日執事/部長：潘淑珍

李麗萍，蕭少琼

襄禮（5/10）: 趙錦榮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