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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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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週五)

列治文查經班（Becky 家）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8:00(下次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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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ctober 1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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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hr: Tue-Sat: 3-5 p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聖哉三一.............. 詩歌頌讚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TBA
10 月 24 日(六) 晚上 7:30
但以理團
查經
10 月 25 日(日) 下午 1:30
約書亞團
TBA
約拿團(Jonah) 10 月 24 日(日) 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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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Oct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十架犧牲的愛/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扣緊/獻上活祭

10 月 11 日

Sunday Attendance

94

Worship Service

84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10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22

Offering

$ 3950.00

Intercession ..................................... 代禱
Scripture Recitation.....詩八 1-2...........
背經
(兒童退席參與樓上的主日學)
Scripture Reading......路十一 5-10.............
讀經
Message...........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講道
Singspiration .......耶穌恩友(生 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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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蘇綺冰
講道
黃允熙
讀經
黃蕭信欣
音響
陳李麗萍，林承釧
值日執事

許宏度博士
陳紀文
鄧偉綸
趙高婉屏

報告事項
一).承蒙許宏度博士蒞臨證道，本堂謹此致謝。
二).本堂將於十一月八日舉行廿八週年堂慶聖餐主日，並有
堂慶愛筵，成人十元，五至十二歲收七元，請向徐顯昌弟兄報名
及繳費。
三).成人主日學今季課程於下週日結束，並將暫停二次，於
十一月十五日重新開課。
四).本堂將於十一月廿九日星期日晚七時半舉行福音晚會，
主題「捕風人生」，講員羅錫為牧師，敬希弟兄姊妹踴躍邀約親
朋赴會，共沐主恩。
五).禤牧師於十月十七至十一月六日休假。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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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WWW.CCCWC.INFO,
另外，本堂為表支持，所有參與全時間冬令會者，將有$100
資助（＄30 七至十一歲小童全時間），部份時間參與者，$30 資
助($15 小童)，只參與晚堂者，$20 資助。欲參與者請自行於網
上報名，如有疑問請與趙高婉屏姊妹聯絡。

Announcements:
1.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Dr. Archie Hui.
2. We will have 28th Anniversary and Communion Sunday on
November 8. After worship, lunch feast will be held at the
Fireside room.
3. The Sunday school adult school will end soon, and there
will be no class on November 1 and 8. New Sunday school will
start on November 15.
4. We will have an Gospel Night on November 29, Sunday night,
with guest speaker Rev.Sek Wai Lo.
5.Pastor Huen will be on holiday from October 17-Nov.6.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十一月廿九日之福音晚會的各項預備。For the Gospel Night .
2. 為明日(十月十九日)之聯邦大選。For the Federal Election.
3. 為 禤 牧 師 一 家 在 以 色 列 的 進 修 。 For Huen Family’s study at
Jerusalem.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
天！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立了能力，使仇敵和報
仇的閉口無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亮星宿，便
說：「人算什麼，你竟顧念他？世人算什麼，你竟眷顧他？」(詩八
1-4).
O LORD, our Lord, how majestic is your name in all the earth! You have set your
glory above the heavens. From the lips of children and infants you have ordained
praise because of your enemies, to silence the foe and the avenger. When I consider
your heavens, the work of your fingers, the moon and the stars, which you have set in
place,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the son of man that you care for him?
(Psalms 8:1-4).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趙高婉屏
周吳惠鈴
黃陳美嫻
葉郭笑玲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道
讀經
音響
值日執事

李鑄成傳道
林貴顯
鄧偉綸
趙高婉屏

2015 年 11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1 黃允熙

何嘉妍

譚品立

林少燕

蕭信欣

姚惠英，黃鑑潮

8 趙錦榮

徐顯昌

禤浩榮

廖志華

沈明皓

趙偉堂，周健華

15 潘炳均

吳惠鈴

禤浩榮

黃玉華

蕭信欣

22 劉美英

潘炳均

禤浩榮

彭卓仁

沈明皓

林小梅，陳芷娟

29 黃綺華

徐顯昌

禤浩榮

雷佩瑜

沈明皓

蔡展麒，蕭少琼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黃志豪

姚

奇伉儷

襄禮（8/11）: 潘炳均，潘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