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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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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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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2 日 (六) 下午 6:00 聚餐/漫步人生, 精彩的下半塲
但以理團
1 月 13 日 (日) 下午 1:00 查經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1 月 20 日 (日) 下午 1:00
1 月 12 日 (六) 上午 10:00 AWANA
基督少年軍
2 月 2 日 (六) 下午 5:00
哈拿團
3 月 2 日 (六) 上午 11:00
長青團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8 December
崇拜出席
Sunday Attendance
兒童出席
Children Attendance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月禱會
Monthly Prayer Meeting
常費奉獻
Offering

12 月 30 日
104
22
16
11
$ 9135.00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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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題: 紥根主道，活出基督
Rooted in the Word, Growing in Christ
希伯來書六章一節上

我 當 日 傳 給 你 們
的 、 原 是 從 主 領 受
的 、 就 是 主 耶 穌 被
賣 的 那 一 夜 、 拿 起
餅 來 、祝 謝 了 、 就 擘
開 、 說 、 這 是 我 的
身 體 、 為 你 們 捨
的 ． 你 們 應 當 如 此
行 、 為 的 是 記 念 我。
(林前 11:23-24)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6 January 11:30 am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榮耀三一神(生 4)................
詩歌頌讚
歡欣 Give Thanks/因主的名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箴 6:6-8/24:10/4:23/3:5-6.................
讀經
Message...............新年更新.............. 講道
Communion.........奇異的愛(生 178)...............
聖餐
Offering and Prayer...............................奉獻
Announcement.................................. 報告
Doxology ..............三一頌....................
祝禱

本聖餐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趙錦榮
講道
黃偉光牧師
頌讚
潘炳均
讀經
黃健生
司琴
黃陳美嫻
司事
李黃劉愉，曾英思穎
音響
李鏡濤
投影控制 夏慧琪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獻花
陳芷娟
襄禮
徐顯昌，潘淑珍
報告事項
一).新年之始，願神的恩惠在新一年豐豐滿滿的賜福與你。
更願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努力「紮根主道」、
進而「活出基督」的樣式。
二).請繼續以禱告記念 2019 至 2020 年度執事會的成員。主
席：徐顕昌，副主席：蔡展麒，文書：趙盧亦蘭，司庫：
余頌恩，會計：甄玉敏。
三). 一月份月禱會的禱告事項已張貼於大堂壁佈板，藉此
讓弟兄姊妹了解教會及肢體的需要代求。

Announcements:
1.
2.

3.

As the beginning of 2019, May the joy and abundant blessings of
God be with you. Let us strive to be “Rooted in the Word, Growing
in Christ”
Please continue to lift up our new elected 2019 to 2020 Board of
Deacons. Chair: Peter Tsui, Vice Chair: Jason Choy, Secretary:
Elaine Chiu, Treasurer: Sunny Yu, Financial Secretary: Eleanor
Shaw.
The prayer items for January have been posted on bulletin board.
We encourage you to pray for the needs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of our church.

代禱事項 Prayer Item
 新一年求主引領各部門事工的計劃及拓展。Pray for church
ministries as various departments are planning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in the new year.


為執事、黃牧師、部長、團契負責人禱告，求主賜他們能
同心合意事奉主，帶領教會前面發展。Pray for deacons,
Pastor Samuel, department heads, fellowship coordinators and other
leaders, Pray for their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trength, and unity to
lead and serve the body of Christ.





為聘請一位部分時間青、少年牧者及兒童事工負責人禱
告，求神預備合適人選。Pray for God’s timing in sending us a
part time youth pastor and Children’s Ministry Coordinator.
為身體有軟弱的肢體代禱。Continue to pray for those who are
sick and those who are going through a tough time in their lives.

下週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
蘇綺冰
講道
黃偉光牧師
頌讚
趙高婉屏，鍾鄭容妹 讀經
陳紀文
司琴
黃陳美嫻
司事
高林承釧，陳李麗萍
音響
李鏡濤
投影控制 陳頌然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