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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9:45

成人主日學(Sun. School)
11:15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
逢二、四主日上午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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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

門 諾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6 年題：更新，復興，新里程

列治文查經班（Alice 家）

7:30(下次 4 月 15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列治文查經班（Ivy 家）

8:00(下次 4 月 13 日週三)

週六 逢二, 四週六晚 7:30
逢每月首主日下午 1:00
每月第二,四週六/日
雙月第一週六晚 7:30
單月首週六早 11:00

但以理團 Daniel Fel.
約書亞團 Joshua Fel.
約拿團 Jonah Fel.(少年)
哈拿團 Hannah F. (姊妹團)
長青團 Elder Fellowship

主任牧師：禤浩榮 Joseph Huen 321-5736(H) 862-8200(Cell)

主日崇拜程序

Office hr: Tue-Sat: 3-5 pm

10 April 11:15 a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主治萬方(生 16).............
詩歌頌讚
高唱入雲/在每個清晨/寶貴十架
如鹿切慕溪水 As a Deer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Bible Study
但以理團
4 月 23 日(六) 晚上 7:30
Prayer meeting
約書亞團
4 月 16 日(六) 下午 4:00
Bible Study
約拿團(Jonah) 4 月 10 日(日) 下午 1:00
聖經常識大比拼
哈拿團
6 月 4 日(六) 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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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禱會
常費奉獻

2016 April

4月3日

Sunday Attendance

72

Worship Service

68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nthly prayer meeting
Offering

4
14
7

$2025.00

代禱
Intercession .... .....................................
Scripture Recitation.......約十四 6...........
背經
Scripture Reading........ 弗六 1-6....................
讀經
Message.................一生不偏離...................
講道
Singspiration .........我真快樂(生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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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美英
講道
鄧偉綸
讀經
徐沈明皓
音響
李鏡濤伉儷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葉郭笑玲
徐顯昌
黃允熙

報告事項
一).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已於今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開始，
「以色列與周圍列邦」，探討巴比倫、埃及、波斯等國度之文化
及宗教對以色列歷史的影響，導師禤牧師，為期兩個月，歡迎參
與。
二). 明日為 Pinegrove Place 探望長者之活動及簡單敬拜。
參與者請於上午十時到達。
三). 本堂會友羅麗珊姊妹將於四月三十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
於西門菲莎大學與雷廷暉弟兄舉行婚禮，本堂謹此致賀。

Announcements:
1. New adult Sunday school class has started today, ‘Israel and the
Nations’, with Pastor Huen as the instructor. The class will last for 2 month.
2. Our church will host again a Cantonese Worship again at the nearby
Pinegrove Place, tomorrow morning.
3. Our church member, Roson Luo, will marry Stephen Lui, on April 30.
The wedding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at SFU Dining Hall, 11am.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身體不適的肢體。For those among us who are physcially sick.
2. 為 教 會 每 月 一 次 的 探 訪 老 人 院 活 動 。 For our regular visit to
Pinegrove Place.
3. 為今日開始的成人主日學新課程。For the new Sunday class.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二十二 6).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John 14:6)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高婉屏
講道
趙高婉屏
讀經
黃陳美嫻
音響
楊林少燕，林林小梅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鍾鄭容妹
伍仲堅
黃允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