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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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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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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12 月 8 日 (六) 下午 7:30
但以理團
12 月 1 日 (六) 下午 4:30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11 月 25 日 (日) 下午 1:00
基督少年軍 12 月 8 日 (六) 上午 10:00
12 月 1 日 (六) 下午 5:00
哈拿團
1 月 5 日 (六) 上午 11:00
長青團

主日崇拜程序

烹飪厨藝
齊看聖誕燈飾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齊來頌讚.................
詩歌頌讚

AWANA
齊做精緻禮物
數寒天，新年到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8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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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ovember 11:30 am

11 月 18 日
87
21
19
$ 3000.00

永頌上主(生 43)/寶貴十架/你的深恩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林前十：14-19.................
讀經
Message.................記念主................. 講道
Singspiration.........奇異恩典(生 185)........... 詩歌
Offering and Prayer............................ 奉獻
Announcement................................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
祝禱

本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蘇綺冰
講道
頌讚
潘炳均
讀經
司琴
黄陳美嫻
司事
音響
朱立榮
投影控制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梁海華牧師
葉郭笑玲
陳紀文伉儷
趙高婉屏

報告事項
一).承蒙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梁海華牧師蒞臨證道，本堂
謹此致謝。
二).本堂於上週日順利舉行會友大會及執事選舉並選出下一
屆(2019-2020 年度)五位執事: 趙盧亦蘭姊妹、蔡展麒弟兄、甄玉
敏姊妹、徐顯昌弟兄及余頌恩弟兄。當中徐顯昌弟兄被選為執事
會主席。另外亦通過聘請一位部份時間青少年牧者/神學院實習
生及一位部份時間兒童事工主任。
三).十二月八日(週六晚)為英文教會為社區而設的聖誕聚餐，
本堂負責當晚之愛心事奉,包括派餐及清潔...等。請在大堂報名
表登記並預留時間參加。詳情請向周吳惠鈴姊妹查詢。
四).本堂將於（十二月十五日）週六晚舉行聖誕慶祝晚會(七
時半開始)及普樂聚餐(六時開始)，請在大堂報名表登記及提供
美食種類或名稱（除預備個人食用份量外，請多預備一點份量，
讓更多人可分享美食。不包括甜品類在內，甜品由教會提供）
請邀請親友參與，共慶聖誕。
五).黃牧師將於十一月十九至十二月三日休假。

4.

Come and join us on our Christmas celebration and pot luck dinner
on December 15 – Saturday from 6:00pm. Please invite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o attend.

5.

Pastor Wong is on holiday from November 19 to December 3
inclusively.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
 為新成立的青、少年及兒童事工小組禱告，求神賜他們智
慧可以思考更長遠策劃及制定這兩方面事工的發展。Pray





for the newly formed working group of youth and children’s
ministry, asking God to give them wisdom to steer the direction.
請為教牧、執事、及各部長禱告，求神賜屬天智慧。Pray
that the pastors, deacons and department heads have the spirtual
wisdom in leading the church.
為聖誕慶祝晚會的籌備。Pra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hristmas
Celebration .
為身體有軟弱的肢體代禱, Margarita, Josephine, Louise, 容應
基弟兄。Continue to pray for those who are sick and those who
are going through a tough time in their lives.

主席
頌讚
司琴
音響
值日執事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趙錦榮
講道
Pastor Winston Pratt
黃綺華
讀經
黃健生
徐沈明皓
司事
余劉雪芳, 高林承釧
余頌恩
投影控制 陳頌然
徐顯昌
襄禮
黃允熙，潘蘇綺冰

Announcements:
1.

2.

3.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Rev.Ivan Leung, President of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last Sunday AGM's Deacon Board Election, Elaine Chiu, Jason
Choy, Eleanor Shaw, Peter Tsui and Sunny Yu were elected as
Deacons; and Peter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person. In addition, the
motion of hiring a Part-Time Seminary Intern/Youth Pastor and a
Part-Time Children’s Ministry Coordinator was passed.
On December 8 Saturday evening, the Peace Church will have the
Christmas community meal in the gym. We will support our sister
church by serving and cleaning on that evening. Sign up sheet is in
the foyer. Please contact Wanny Ch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主席

2018 年 12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2 趙錦榮 黃綺華

Pastor

司事

黃健生 沈明皓

劉雪芳,林承釧

Winston
9 蘇綺冰 潘炳均

黃偉光

黃玉萍 陳美嫻

林貴顯伉儷

16 劉美英 黃允熙

曾國雄

郭笑玲 沈明皓

陳紀文伉儷

23 黃綺華 徐顯昌

黃偉光

單有強 陳美嫻

姚惠英，英思穎

30 潘淑珍 趙偉堂

黃偉光

林少燕 趙倚彤

黃劉愉，張紫盈

音響：余頌恩

值日執事：徐顯昌

襄禮（12/2）: 黃允熙，蘇綺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