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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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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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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年題：更新，復興，新里程

7:30(下次 5 月 20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Ivy 家）

8:00(下次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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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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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6(H) 862-8200(Cell)

Office hr: Tue-Sat: 3-5 pm

8 May 11:15 a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先聖之神(生 37) .............
詩歌頌讚
天地讚美/滿有能力/你的深恩/獻上今天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感恩詩歌分享晚會
5 月 14 日(六) 晚上 7:30
但以理團
TBA
5 月 22 日(日) 下午 1:00
約書亞團
Bonding Time
約拿團(Jonah) 5 月 8 日(日) 下午 1:00
聖經常識大比拼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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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禱會
常費奉獻

2016 May

5月1日

Sunday Attendance

91

Worship Service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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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5
9

$ 3296.00

代禱
Intercession .... .....................................
Scripture Recitation.......約壹一 9.............. 背經
Scripture Reading.........太廿三 34-39...................
讀經
Message................. 母親的眼淚..................
講道
Singspi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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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錦榮
講道
趙高婉屏
讀經
黃陳美嫻
音響
陳紀文伉儷
值日執事

禤浩榮牧師
廖志華
伍仲堅
徐顯昌

報告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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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五月十四日週六晚
為感恩詩歌分享晚會，歡
迎弟兄踴躍參與並請記念
籌備工作。
三). 五月廿九日崇拜後
有愛筵及特別異教講座
感恩詩歌分享晚會
「認識中東與伊斯蘭教」，
五月十四日晚上
由禤牧師主講，請各會友
預留時間參與。聚餐成人每位八元，五至十二歲五元。
四). 今年夏令會將會在八
月十九至廿一(週五至日)在
Charis Camp 舉行，講員鄭彼
得牧師，請弟兄姊妹預留時間
參與，同沐主恩。
五). 禤牧師於五月十至十
九日休假，回港探親。
六). 外間消息: 溫哥華中
信中心邀得香港中國神學研究
院的區祥江博士前來主領「家
居收納，簡樸生活」課程及其
他活動。「家居收納，簡樸生
活」課程內容：
＊雜物的來由及收納離雜物
的原則（五月十三日週五晚）
＊時間的增減與清理記憶的

雜物（五月十四日週六下午）
＊人際與性格的斷與捨（五月十五日週日下午）
費用每位七十，並送區博士所著《因為捨棄才能得著》。

Announcements:
1. Our church will host again a Cantonese Worship again at the nearby
Pinegrove Place, tomorrow morning.
2. Thanksgiving Music Sharing Night will be held on May 14, Saturday
3. We will have Special lunch and workshop ‘Middle East and the Islam’
on May 29, with Pastor Huen as the speaker.
4. Pastor Huen will be on holiday from May 10 to 19.
5. Summer camp will be held on August 19-21, with Rev. Peter Teh as the
speaker.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感恩詩歌分享晚會的預備。For preparation of the Thanksgiving
Music Sharing Night on May 14.
2. 為基督少年軍的事工(預期暑假後，九月重新開課時能有事工上
的擴展，增加參與之小朋友的數目)。For the Awana ministry.
3. 為關顧部部長的仍然空置。For a new Caring Department leader.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不憐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

我卻不忘記你」(賽四十九 15).
Can a mother forget the baby at her breast and have no compassion on the child she has
borne? Though she may forget, I will not forget you!.(Isaiah 49:15).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潘蘇綺冰
講道
黃允熙
讀經
黃蕭信欣
音響
姚 奇伉儷
值日執事

莫江庭牧師

林貴顯
伍仲堅
徐顯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