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基督教

11571 Daniels Road, Richmond, B.C., Tel/Fax (604) 278-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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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週五)

每月二, 四週週三晚

列治文查經班（Stella 家）

8:00(下次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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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736(H)

主日崇拜程序

862-8200(Cell)

29 May 11:15am

Office hr: Tue-Sat: 3-5 pm

Call to Worship................................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頌讚主聖名(生 63) .............
詩歌頌讚

本堂團契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BBQ
6 月 11 日(六) 晚上 7:30
但以理團
Landfill visit
6 月 4 日(六) 下午 1:00
約書亞團
TBA
約拿團(Jonah)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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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May

出席
崇拜
青少年崇拜/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師生
常費奉獻

這世代/Love was when/慈繩愛索/教會一家

5 月 22 日

Sunday Attendance

91

Worship Service

87

Youth Sunday Worship/Sunday School
Adul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fering

4
25
$825.00

Intercession .... .....................................
代禱
Scripture Recitation......彼後三 9.............. 背經
Scripture Reading........太五 21-26...................
讀經
Message...............帶著矛盾去敬拜..................
講道
Singspiration ............讓我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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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綺華
講道
黃綺華
讀經
黃陳美嫻
音響
余頌恩伉儷
值日執事

Announcements:
禤浩榮牧師
柯李雪勤
伍仲堅
徐顯昌

報告事項
一). 今日（五月廿九日)崇拜後有愛筵及特別異教講座「認
識中東與伊斯蘭教」，由禤牧師主講。
二). 今週三(六月一日)為教會月禱會，歡迎弟兄姊妹參與，
為教會求復興、求更新。
三). 本堂於下週日(六月五日)聖餐主日下午二時半在教會舉
行讀書分享會，分享閱讀「因少而富」（Less is More）一書的心
得與感受，歡迎參與。
四). 合辦聚會: 恩雨之聲將於今年 6 月 24、25 日兩晚舉辦
“回家路＂（LONG ROAD TO HOME）音樂生命分享會，其中之 24 日
晚(星期五)聚會是與本堂合辦的，於本堂禮堂舉行，25 日則於高
貴林宣道會舉行。見證嘉賓潘慶章（Bosco Poon）以粵、英語分
享。作爲饒舌歌手的 Bosco，曾因爲入獄而前途盡毀；幸有神的
恩典救贖，現在他積極投身青少
年福音工作。免費入場，歡迎邀
約信主或未信主親朋參與。
聚會當晚也邀請了急症室醫
生郭慕堅（6/24）、工程師黃子
威（6/25）兩位嘉賓作分享。
此外，恩雨之聲亦會於 6 月
19 日週日晚於列治文幸運酒家
及 20 日晚週一晚於本立比福聯
酒家，舉行 29 週年溫哥華異象
分享及父親節感恩晚會，晚六時
正開始，兩晚皆有恩雨見證嘉賓
親臨分享，可向潘淑珍姊妹索取餐卷。聚餐費用自由奉獻。
四). 外間消息：中神之夜異象分享會「來! 看羔羊的新婦」
於今晚七時半於 Fraserview MB Church 舉行，李思敬院長主講。

1. We will have Special lunch and workshop ‘Middle East and the Islam’
on May 29, with Pastor Huen as the speaker.
2. We will have our monthly prayer meeting this Wed. night at 7:30pm.
3. Book sharing meeting (the book ‘’Less is More) will be held on June 5,
at 2:30pm, at the church.
4. Bosco’s Gospel night ‘Long Road to Home’ will be held at our church
on June 24, Friday at 7:30pm, co-hosted by our church and Sobem.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s
1. 為聘牧事宜。For the search of a new pastor.
2. 為本堂的基督少年軍事工。For the Awana ministry.
3. 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For those among us who are sick.
下週經文背誦 Scripture Re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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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三 18）.Dear children, let us not love with words or speech but with
actions and in truth. (1 John 3:18).

主席
頌讚
司琴
司事
襄禮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劉美英
講道
鄧偉綸
讀經
黃蕭信欣
音響
林秀慧，林承釧
值日執事
周吳惠鈴，黃志豪

禤浩榮牧師
李鏡濤
朱立榮
趙高婉屏

2016 年 6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主席

頌讚

講員

讀經

司琴

司事

5 劉美英

鄧偉綸

禢浩榮

李鏡濤

蕭信欣

林秀慧，林承釧

12 黃允熙

何嘉妍

禤浩榮

鄭容妹

沈明皓

姚惠英，黃鑑潮

19 黃志豪

高婉屏

李賓來

雷佩瑜

陳美嫻

林少燕，林小梅

26 高婉屏

黃允熙

禤浩榮

單有強

蕭信欣

黃劉愉，李筱鳴

音響：朱立榮

值日執事：高婉屏

襄禮（5/6）:吳惠玲，黃志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