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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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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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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9 月 23 日 (日) 下午 1:00
但以理團
9 月 23 日 (日) 下午 1:00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9 月 23 日 (日) 下午 1:00
10 月 13 日 (六) 上午 10:00
基督少年軍
10 月 6 日 (六) 晚上 6:00
哈拿團
11 月 3 日 (六) 上午 11:00
長青團

所 以 不 要 為 明 天 憂 慮 ． 因 為 明
天 自 有 明 天 的 憂 慮 ． 一 天 的 難
處 一 天 當 就 夠 了 。(太 6:34)

合團聚會
合團聚會
合團聚會
AWANA
凡事謝恩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8 September 9 月 16 日
崇拜出席
Sunday Attendance
92
兒童出席
Children Attendance
18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23
常費奉獻
Offering
$ 1060.00

主日崇拜程序
23 September 11:30 am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榮耀尊貴歸與神.................
詩歌頌讚
神是愛/誰主明天/來投靠耶穌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但二：1-9, 17-19, 46-49.................
讀經
Message........但以理書系列（2）誰主明天?........講道
......
Singspiration......我知誰掌管前途(生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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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炳均
講道
黃偉光牧師
頌讚
趙偉堂，陳廖芍媛
讀經
陳紀文
司琴
徐沈明皓
司事
李黃劉愉，馬張紫盈
音響
李鏡濤
投影控制 趙高婉屏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報告事項
一). 本主日下午二時正有但以理團、約書亞團和約拿團之聯
合聚會，請各團友出席。
二).2019-2020 年度之執事選立今日開始接受提名申請，截
止提名日期為 10 月 28 日。任何兩位活躍會友可提名另一位活躍
會友作候選人。提名表格或查詢，請與任何一位執事或黃牧師接
觸。候選名單將於 11 月 18 日之會友大會中確立。請各肢體懇切
為此禱告。
三).感謝神! 蔡蔡梓瓊姊妹於週五下午三時十一分於本拿比
醫院順利誕下兒子，名字蔡恩淳 Mathias Choy 7 磅 13 安士，母子
平安。
四). 凡有意於明年度崇拜用鮮花作感恩奉獻的弟兄姊妹，請
跟趙高婉屏姊妹聯絡。

Announcements:
1). A joint fellowship among Daniel, Joshua and Jonah will be held at
2:00pm today. Please join us as we search to develop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2). Nomination of 2019-2020 deacon candidates start today and end
October 28. Any two active members may nominate a third active member
as candidate for the Church Board. For nomination form 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the Deacon Board or Pastor Wong. Candidates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n November 18 and the church will
affirm the candidates. Please pray earnestly in this matter.
3). Congratulations to Jason and Gobby on the arrival of their new baby
boy, Mathias, 7 lb 13 oz on Friday afternoon. Both mother and baby are well
and healthy.
4). For those who want to make a floral offering next year, please contact
Joey Chiu.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
 為 2019-2020 的執事提名禱告，求主激勵弟兄姊妹事奉的
心志，也選出合乎祂心意的執事。Please pray about whom
God might be calling to serve s deacon for 2019-2020

求主保守參與 10 月 12 至 14 日甘碌市短宣的七位弟兄姊
妹，Edwin, Jane, Kathy, Jennifer, Otto (中信)，Phyllis and
Samuel; (i)有健康的身、心靈；(ii)路途的平安；(iii) 求主
預備探訪和傳福音的對象; (iv)行程的籌備。Pray for our



Kamloops short term mission between Oct. 12 and 14. (i)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healthy; (ii) Road trip safety
(iii) Well preparations (iv) God’s blessings in team ministry
activities.



感謝主 Gobby 姊妹在香港的媽媽，她的癌細胞沒有擴
散，求主保守她將會開始的化療診治。Thanks God the
cancer of Gobby’s mother has not spread. Please pray for her
upcoming chemotherapy.





醫院現正為 Josephine 姊妹尋找適當之長期護老院居住，
求主為她在列治文區預備合適之護老院。The hospital is
looking for a nursing home for Josephine. May God provide her a
good residence in Richmond area.
繼續為 Margarita 姊妹的癌症治療禱告。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God’s grace and strength to Margarita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潘淑珍
講道
頌讚
趙偉堂伉儷
讀經
司琴
趙倚彤
司事
音響
李鏡濤
投影控制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主席

嚴國樑牧師
布雷佩瑜
單有強伉儷
梁樂智

2018 年月 10 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7 潘淑珍 鄭容妹

司事

黃偉光

廖志華

趙倚彤

林秀慧，林承釧

14 蘇綺冰

黃允熙

李賓來

李鏡濤

沈明皓

黃劉愉，張紫盈

21 趙錦榮

潘炳均

黃偉光

黃健生

陳美嫻

雷佩瑜，姚惠英

28 黃綺華

徐顯昌

黃偉光

黃玉萍

陳美嫻

陳紀文伉儷

音響：余頌恩

值日執事：徐顯昌

襄禮（10/7）: 黃志豪，高婉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