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11571 Daniels Road, Richmond, B.C., Tel/Fax (604) 278-9848

基督教

本堂網頁 Church website www.rpcmc.ca (卑詩省門諾會消息，可參網站 mcbc.ca)

週日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上午 11:15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15

成人主日學(Sun. School)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
少年主日學(Youth Sun. School)
少年崇拜（Youth Worship）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月禱會(Prayer Meeting)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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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年題：渴慕追求神話語，靈裡扎根同成長

7:30(下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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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週三)

週六 逢二, 四週六晚 7:30

但以理團 Daniel Fel.

逢每月首主日下午 1:00
每月第三週六 4:00

約書亞團 Joshua 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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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主日崇拜程序
20 September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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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hr: Tue-Sat: 3-5 p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賜我自由.............. 詩歌頌讚
天地讚美/唯獨恩主/永約的神/耶穌不改變(生 279)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查經
9 月 26 日(六) 晚上 7:30
但以理團
教會福音聚會
9 月 20 日(日) 下午 1:30
約書亞團
Bible Study
約拿團(Jonah) 9 月 26 日(六) 晚上 7:30
愛無止境
10 月 3 日(六) 晚上 6:00
哈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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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Sept

9 月 13 日

Sunday Attendance

95

Worship Service

95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25

$ 3260.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citation.... 約翰壹書三 16-17........... 背經
(兒童退席參與樓上的主日學)
Scripture Reading.......提前一 12-17............. 讀經
Message..............點解我要信耶穌?.............. 講道
Singspiration .........靠近主(生 298)......... 回應詩
Offering and Prayer ..................................
奉獻
Announcement .........................................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生 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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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允熙
讀經
黃蕭信欣
音響
蔡展麒，黃鑑潮
值日執事

July 1, 2016, or before (depending on when we will have our

禤浩榮牧師
楊林少燕
伍仲堅
徐顯昌

報告事項
一).本堂於今日崇拜設有愛筵（愛筵後有福音粵曲欣賞及有
獎燈謎遊戲）．歡迎已參名者留步參與。
二). 本堂於十一月將舉行洗禮及入會禮，欲參與者請與禤
牧師聯絡，安排洗禮班及會友班。
三). 禤牧師已向執事會請辭，但離職日期會延至明年七月
一日或之前（視乎聘請新教牧情況），請會友懇切記念聘請主任
傳道或牧師之事宜。
四). 第五十五屆加拿大
華人基督徒冬令會將於今年十
二月廿七至三十一日於素里之
Sheration Guildford 舉行，
中文講員為蔡元雲醫生，主題
為「持定盼望，發亮發光」
（ Beacon of Hope, Safe to
Shore）。超級晨鳥優惠報名
日期為九月十五至三十，晨鳥
優惠報名日期為十月一至十五
日 。 詳 情 ： WWW.CCCWC.INFO,
或用電郵查詢聯絡及報名
cccwc.registrar@gmail.com.

new pastor).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為基督少年軍事工。For the Awana ministry.
2. 為 聘 請 主 任 教 牧 之 事 宜 。 For the searching of a leading
pastor.
3. 為歐洲各國湧現之敘利亞難民危機。 For the Syrian Refuge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
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見弟兄窮乏，卻塞住憐恤的心，愛神的
心怎能存在他裡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不要只在言語和舌
頭上，總要在行為和誠實上 」(約翰壹書三 16-18).
This is how we know what love is: Jesus Christ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And we
ought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our brothers. If anyone has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sees his brother in need but has no pity on him, how can the love of God be in him?
Dear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tongue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1
John 3 :16-18).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劉美英
講道
鄧何嘉妍
讀經
黃陳美嫻
音響
林林小梅，陳芷娟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彭卓仁
伍仲堅
徐顯昌

2015 年 10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4 黃志豪

潘炳均

禤浩榮

高 峰

沈明皓

李鏡濤伉儷

Announcements:

11 徐顯昌

徐顯昌

禤浩榮

林秀慧

陳美嫻

劉素珊，劉 妍

1. There will be love feast lunch after today worship.

18 蘇綺冰

黃允熙

許宏度

陳紀文

蕭信欣 陳李麗萍，林承釧

2. Baptismal ceremony and membership transfer ceremony will be

25 高婉屏

吳惠鈴

李鑄成

雷佩瑜

陳美嫻

held in November, please contact Pastor Huen if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3. Pastor Huen has resigned, but he will be our pastor until

音響：鄧偉綸

值日執事：高婉屏

郭笑玲，鄭容妹

襄禮（4/10）: 黃志豪，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