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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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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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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 有 你 們 是 被 揀 選 的 族
類 、 是 有 君 尊 的 祭 司 、 是
聖 潔 的 國 度 、 是 屬 神 的 子
民 、 要 叫 你 們 宣 揚 那 召 你
們 出 黑 暗 入 奇 妙 光 明 者 的
美 德 。(彼前 2:9)

本堂團契週會(Programs for the Fellowships)
1 月 26 日 (六) 下午 2:00
但以理團
1 月 27 日 (日) 下午 1:00
約書亞團
約拿團(Jonah) 2 月 24 日 (日) 下午 1:00
1 月 26 日 (六) 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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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完聖地遊聖城
一份工的意義

20 January 11:30 am

Call to Worship................................ 宣召祈禱
Singspiration.........榮耀尊貴歸與神................
詩歌頌讚

AWANA
我的禮物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生命傷痛時

上主日記錄 (Last Sunday’s Statistics) 2019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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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程序

1 月 13 日
111
25
20
$ 1140.00

榮美恩主/只因愛
Intercession.................................... 代禱
Scripture Reading......路十五:11-24................讀經
Message.........從浪子故事看宣教的召命..............
講道
Singspiration.......向萬邦傳福音(生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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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淑珍
講道
頌讚
徐顯昌，趙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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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阜全博士
葉郭笑玲
廖志華，曾英思穎
梁樂智

報告事項
一).承蒙加拿大中信總幹事譚阜全博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
致謝。
二).主日學二月份的課程為「政治與社會」，為期四堂。
趙錦榮弟兄負責。
三).二Ｏ一九年教會主題為「紥根主道，活出基督。」主題
經文: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
全的地步] (希伯來書六章一節上)。
四).外間消息:由以斯拉培訓網絡主辦「遊完聖地遊聖城」講
座;講員:蔡春曦牧師。於本週六下午二時至五時半在本
教會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Announcements:
1.
2.
3.

4.

We are thankful to the message of Dr. Thomas Ta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CCM Canada
A new Sunday School class will be held in February. In this four
session class we will explore the issue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with
Kenny Chiu being the instructor.
Our theme for 2019 is “Rooted in the Word, Growing in Christ”. It
is taken from Hebrews 6:1a. “Therefore let us move beyond the
elementary teachings about Christ and be taken forward to
maturity”.
Equip-To-Serve will be holding a special workshop [Holy Land
Tour] at our church on Saturday from 2:00 to 5:30pm. Please
reserve your time to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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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保守和帶領弟兄姊妹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能堅守有
美好的靈修禱告生活，每天與主結連和從靈裡得力。Pray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n spare time for daily devotion,
connect his/her lif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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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炳均
講道
黄偉光牧師
頌讚
黃允熙
讀經
單有強
司琴
徐沈明皓
司事
伍姚惠英，馬張紫盈
音響
李鏡濤
投影控制 陳頌然
值日執事 趙盧亦蘭

主席

2019 年月 2 份崇拜事奉人員表
頌讚
講員
讀經
司琴

3 劉美英 高婉屏

司事

黃偉光

黃健生

沈明皓 林秀慧，林承釧

10 趙錦榮

廖芍媛

林鳳儀

陳紀文

陳美嫻

17 黃綺華

徐顯昌

楊慶球

郭笑玲

陳美嫻 黃劉愉，姚惠英

24 潘淑珍

黃允熙

黃偉光

單有強

沈明皓

音響：伍仲堅

值日執事：徐顯昌

雷佩瑜，張紫盈
林貴顯伉儷

襄禮（2/3）: 黃志豪，甄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