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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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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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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 (六) 下午 7:30
但以理團
11 月 3 日 (六) 晚上 7:30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10 月 28 日 (日) 下午 1:00
基督少年軍 11 月 3 日 (六) 上午 10:00
12 月 1 日 (六) 下午 5:00
哈拿團
11 月 10 日 (六) 上午 11:00
長青團

主日崇拜程序

查經
堂慶佈道會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擁戴我主為王(生:9).................
詩歌頌讚

AWANA
齊做精緻禮物
茗茶共話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8 October
崇拜出席
Sunday Attendance
兒童出席
Children Attendance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常費奉獻
Offering

28 October 11:30 am

10 月 21 日
91
23
15
$ 1995.00

全地至高是我主十架犧牲的爱/尋著你的那天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但五：1-12, 25-31.................
讀經
Message.......但以理書糸列(4)-粉牆上的指頭.......
....
講道
Singspiration............罪債全還清................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 奉獻
Announcement................................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
祝禱

今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黃綺華
講道
黃偉光牧師
頌讚
徐顯昌
讀經
高林承釧
司琴
黃陳美嫻
司事
陳紀文伉儷
音響
伍仲堅
投影控制 梁樂智
值日執事 徐顯昌
報告事項
一).因下週崇拜（11 月 4 日）為福音佈道主日，每月一次的
聖餐禮儀現改為 11 月 11 日之崇拜進行。
二).日光節省時間於下主日 11 月 4 日結束。請緊記於本週六
（11 月 3 日）晚睡前把時鐘撥慢 1 小時。
三).為更長遠策劃及製定青、少年和兒童事工發展，執事會
（已)成立一青少年及兒童事工小組；成員為黃偉光牧師、趙盧
亦蘭姊妹、黃志豪弟兄、周吳惠鈴姊妹，伍李偉寧姊妹。
四).「聖誕愛心鞋盒」已預備好，請藉此機會讓第三世界國
家的小朋友感受聖誕節的喜樂與關懷，可向趙盧亦蘭姊妹索取，
並於 11 月 11 日或之前連同十元營運費(每個鞋盒)交回。
五).主日學 11 月至 1 月課程於下主日開始，題目為[雅各書
研讀 - 聽行並重]；黃偉光牧師負責。
六). 11 月 3 日（下週六）晚上六時為教會慶祝三十一週年堂
慶聚餐。聚餐請向趙高婉屏姊妹或徐沈明皓姊妹報名及繳費，成
人$15、小童(5-12 歲)$10。
七).堂慶聚餐晚上（11 月 3 日）及翌日主日崇拜有福音佈道
信息。主題：認識真神得真福。講員：洪順強牧師 - 短宣中心
總幹事。請預留時間參與並邀請未信親友出席。
八). 今天為 2019-2020 年度之執事截止提名日期。

Announcements:
1.

Given next Sunday is our anniversary service with an evangelsitic
message, the monthly communion has changed to November 11.

2.

The Daylight saving will end by next Sunday morning, November 4.
Remember to set your clocks back 1 hour on Saturday night (Nov.
3).

3.

As a way to provid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to our youth and
children’s ministry development, a committee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following members: Pastor Samuel, Elaine, Ken, Wanny
and Winne.

4.

Christmas season is around the corner and it's time to share Jesus'
love with simple acts of kindness.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es are available to pick up from Elaine Chiu. Please return
your gift boxes and enclose a cheque of $10 (each box for the
operation cost)) no later than Nov. 11.

5.

New Sunday School class between November and January will start
next Sunday. Topic: “Book of James – Theory and Practice”

6.

An evening dinner celebration of our 31st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on this Saturday at 6 pm. Please register with Joey Chiu or Holly
Tsui , Adult $15, Child (5-12 yrs) $10.

7.

After the anniversary dinner on November 3, Rev. James Hung from
VCCSTM will lead the 1st part of a gospel messege. The 2nd part
will be continued on anniversary Sunday service on November 4.
Please reserve your time and invite your friends to attend.

8.

Nomination of 2019-2020 deacon candidates will end today.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
 為 11 月 3 日晚及 4 日早上的堂慶佈道會祈禱，求聖靈感
動兄姊邀請新朋友出席，並藉此聚會讓未信主的人認識福
音。Pray for the gospel messages in our anniversary. May the Holy
Spirit inspire the faith see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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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deacon for 2019-2020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主席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劉美英
講道
黃志豪，趙高婉屏
讀經
徐沈明皓
司事
朱立榮
投影控制

洪順強牧師
黃健生
林貴顯伉儷
梁樂智

2018 年月 11 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司事

4 劉美英 黃志豪

洪順強

黃健生

沈明皓

林貴顯伉儷

11 黃綺華

徐顯昌

黃偉光

黃玉萍

陳美嫻

劉雪芳，郭笑玲

18 潘淑珍

鄭容妹

黃偉光

廖志華

趙倚彤

姚惠英，英思穎

26 蘇綺冰

潘炳均

梁海華

郭笑玲

陳美嫻

陳紀文伉儷

音響：朱立榮

值日執事：趙盧亦蘭

襄禮（11/11）: 潘炳均，甄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