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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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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主日上午 10:00
主日上午 11:15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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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治文查經班（Becky 家）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8:00(下次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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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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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hr: Tue-Sat: 3-5 pm

4 October 11:15 a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榮耀三一神(生 4)..............
詩歌頌讚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10 月 10 日(六) 下午 12:30 合團感恩分享會
但以理團
10 月 10 日(六) 下午 12:30 合團感恩分享會
約書亞團
TBA
約拿團(Jonah) 10 月 11 日(日) 下午 1:30
聖誕述義
12 月 5 日(六) 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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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福源頭(生 76)/若你能看見
寶貴十架/如鹿切慕溪水

9 月 27 日

Sunday Attendance

85

Worship Service

75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10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18

Offering

作門徒的代價

$ 673.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citation.... 羅一 16-17...........
背經
(兒童退席參與樓上的主日學)
Scripture Reading.......路六 20-26.............
讀經
Message...............作門徒的代價...................
講道
Communion ...........求主赦免(生 440).........
聖餐
Offering and Prayer ..................................
奉獻
Announcement .........................................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生 536) ................
祝禱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今日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黃志豪
講道
潘炳均
讀經
徐沈明皓
音響
李鏡濤伉儷
值日執事

獻花

容應基伉儷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禤浩榮牧師
高 峰
鄧偉綸
趙高婉屏

報告事項
一). 今週三(十月七日)為教會月禱會，歡迎弟兄姊妹參
與，為教會守望。
二 ). 本 堂 將 於 今 週 六
(十月十日)早上十時至十一
時半開始首次基督少年軍聚
會，以後逢第二及第四週舉
行，請會眾在禱告中記念。
三).外間消息：恩雨之
聲將於十月三十至十一日一日（週五晚、週六下午及晚、週日
晚）於列治文華人宣道會、自立中華基督教會、基督教頌恩堂及
高貴林宣道會，舉行四場「紅黑黃－生命色彩分享會」，內容有
短劇及分享見證，免費聚會，詳情留意海報。
四）. 外間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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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ation Guildford 舉行，中文
講員為蔡元雲醫生，主題「持定盼望，發亮發光 」（Beacon of
Hope, Safe to Shore ）。 晨鳥優惠報名日期為十月一至十五日。詳
情：WWW.CCCWC.INFO,

Announcements:
1. Our monthly prayer meeting will be held this Wed. night.
2. Our Awana meeting starts at October 10, Sat., 10-11:30am.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今週六開始之基督少年軍事工。For the Awana ministry.
2. 為身體不適之黃林紹祥姊妹及盧芝蘭姊妹 。 For Margarita and
Cheelan who are sick.
3. 為十月十九日之聯邦大選。For the Federal Election.

「耶穌又對眾人說：若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來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
喪掉生命的，必救了生命。人若賺得全世界，卻喪了自己，賠上
自己，有甚麼益處呢」(路九 23-25).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he must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For whoever wants to save his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his life for me will save it. What good is it for a man to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yet lose or forfeit his very self ? (Luke 9:23-25).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徐顯昌
講道
徐顯昌
讀經
黃陳美嫻
音響
劉素珊，劉 妍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林秀慧
鄧偉綸
趙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