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聚會時間表 Meetings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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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 10:00

週三 每月第一週三晚上 7:30

成人主日學(Sunday School)
粵語崇拜(Chinese Worship)
少年主日學(Youth Sunday School)
少年崇拜(Youth Worship)
月禱會(Prayer Meeting) 9 月 5 日

週五 每月一, 三週週五晚上

列治文查經班(笑玲家)

11:30

逢第四主日上午 11:30

基督教

列 治 文 門 諾 會 平 安 堂
RICHMOND PEACE CHINESE MENNONITE CHURCH

2018 年題:禱告更新壯靈命，展翅迎接新里程
Spiritual Renewal Through Prayer, Soaring High in His Time
以賽亞書四十章 31 節

7:30 (9 月 7 日)

逢二, 四週六晚上 7:30
每月兩次, 週六/日
每月第四週日
雙月第一週六晚上 7:30
單月第一週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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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green Fellowship

基督少年軍聚會(Awana):每月逢二、四週週六上午十時
主任牧師：黃偉光 Samuel Wong 243-8824 (Home) 376-1539 (Cell)
教會幹事(部份時間): 趙高婉屏 Joey Chiu 778-863-9939 (Cell)

你 們 卻 要 在 我 們 主 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恩 典 和 知 識 上 有 長 進 。 願 榮 耀
歸 給 他 、 從 今 直 到 永 遠 。 阿 們 。 (彼後 3:18)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下午 7:30
9 月 8 日 (六)
但以理團
下午 1:00
9 月 9 日 (日)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9 月 23 日 (日) 下午 1:00
10 月 6 日 (六) 晚上 6:00
哈拿團
上午 11:00
9 月 1 日 (六)
長青團

白珍芬宣教士宣教分享
你儂我儂
凡事謝恩
我的私人祈禱室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8 August 8 月 19 日
崇拜出席
Sunday Attendance
102
兒童出席
Children Attendance
20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暑期暫停
常費奉獻
Offering
$ 3365.00

主日崇拜程序
26 August 11:30 am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唱一首天上的歌.................
詩歌頌讚
祂 He/像天空的鸽子/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彼後：1-11.................讀經
Message..............在基督裡長進.............. 講道
Singspiration.......主,我願像你(生:391)................
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 奉獻
Announcement................................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
祝禱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潘淑珍
講道
黃偉光牧師
頌讚
黃綺華
讀經
李鏡濤
司琴
黃陳美嫻
司事
林秀慧，高林承釧
音響
朱立榮
投影控制 梁晉銘
值日執事 蔡展麒
報告事項
一). 下主日( 9 月 2 日) 之崇拜為福音主日，鼓勵弟兄姊妹邀請
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二).主日學秋季課程將於下主日十時正開始，課程為「如何
在職場活出信仰？」。由短宣中心負責，為期二個月。盼望弟兄
姊妹一同出席主日學的學習。
三).9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舉行一個崇拜事工講座，
透過這講座讓我們更能明白崇拜真義及各事奉崗位的需知。期盼
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特別有份參與崇拜主席、領詩、讀經、
司事之弟兄姊妹，務必出席。當日崇拜後有愛筵，成人每位$10，
小童五至十二歲$7，請向徐沈明皓姊妹報名。
四). 10 月 12-14 日之甘碌市 Kamloops 短宣，教會有六位兄姊
參與是次行程，Jane, Edwin, Kathy, Jennifer, Phyllis 和黃牧師，加上
中信的 Otto 弟兄共有七人。請為他們的行程順利及結出果子禱告。

Announcements:
1. There will be a Gospel message for September 2 worship service. Please
invite your unchurched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to come.
2. The fall season’s Sunday School class will begin on September 2, Topic is
“Marketplace Ministry” for the month of September and October. Let us all
join Sunday School for Christian growth,
3. A worship seminar will be held on September 16 (Sunday) at 2:00 pm.
This seminar will give us an understanding of worship 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role of each serving member in worship service. Please
reserve your time to attend, particularly all chairpersons, praise teams,
Scripture readers and ushers. Lunch will be provided right after service,
please register with Holly Tsui.
4. A total of 7 members will go for the Kamloops’s short term mission from
October 12 to 14. Please support them with your prayer.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
1. 卑詩省因山火肆虐,全省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求主降下恩雨、
熄滅不斷蔓延的火勢; 憐憫省內陸多個城市的災民，供應他們物
資及心靈上的需要; 賜智慧與政府及消防員作有效的措施撲救山
火。B.C government declared a provincewide state of emergency due to

hundreds of uncontrolled wildfires burning across B.C..Praying for rain to
fall, for those impacted by the wildfires, and the firefighters effectively
extinguishing the fire.
2. 感謝主上週日的青少年、兒童事工異象交流會在和諧和坦誠氣

氛中進行。繼續祈求主賜我們智慧如何牧養教會的第二、第三
代。Thank our Lord that the sharing and dialogue of future Youth and
Children’s ministry were conducted under a harmonious and candid
environment with fruitful outcome last Sunday.We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s wisdom to move forward our second generation ministry.
3. 請繼續為 Josephine 的康復和心裏有平安禱告。Please pray for
Josephine’s recovery and peace in her heart.
4.為懷孕的 Gobby 姊妹及腹中的胎兒健康禱告。Pray for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our expectant mother and her unborn child.
5.為 Margarita 姊妹整個癌症療程的康復禱告。求主保守看顧。
Please keep sister Margarita who is battling cancer in your prayer.

下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黃綺華
講道
頌讚
潘炳均
讀經
司琴
徐沈明皓
司事
音響
朱立榮
投影控制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襄禮
主席

黃偉光牧師
柯李雪勤
林貴顯伉儷
梁樂智
劉美英，黃允熙

2018 年 9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2 黃綺華 潘炳均

司事

黃偉光

李雪勤 沈明皓

林貴顯伉儷

9 劉美英 鄭容妹 蔡黃玉珍

廖志華 陳美嫻

姚惠英，雷佩瑜

16 黃綺華 徐顯昌

黃偉光

林承釧 沈明皓

林少燕，陳芷娟

23 蘇綺冰 趙偉堂

黃偉光

陳紀文 陳美嫻

黃劉愉，張紫盈

30 潘淑珍 高婉屏

嚴國樑

雷佩瑜 趙倚彤

單有強伉儷

音響：朱立榮

值日執事：趙盧亦蘭

襄禮（9/5）: 劉美英，黃允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