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全年主題：各盡其職  建立教會以弗所書四章 1-16 節 

 
 

本週金句：路加福音十章 2節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 

 
創立：主後 1998 年 10 月 11 日 

會址：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eld Park, QC. J4V 1C8 

電話： (514) 833-1818  

教牧：甘志聰牧師 (514)833-1818 楊雲真傳道 (450)672-6552 

顧問：陳志誠牧師/李秉光牧師 

網址：www.southshorecac.com

事奉同工安排表 

主日事奉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十五日 

講員 林恩泉長老 甘志聰牧師 甘志聰牧師 

主席 田炳章 高桂華 張躍鋼 

領詩 李郭莉莉 梁岑淑蘭 余敦平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谷祝娜 羅笳鳴 谷祝娜 

司事 鄧沃明夫婦 楊健征/吳家興 蘇福忠夫婦 

茶點 珍/嬋/水連   

清潔 頌恩團 利百加團 真理騎兵團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表  
主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二時半    

 
序樂 安靜默禱 司琴 

宣召  主席                                       

祈禱  眾立                                         

讀經 《羅馬書》十章 14-17 節 主席                                       

 《關懷失喪的人》經文選讀 43 會眾                                       

唱詩 【耶穌基督是主】 會眾 

唱詩 【寶貴十架】 會眾 

唱詩 261 首【向萬邦傳福音】 會眾 

獻詩 【我願回頭】 詩班 

聖餐  教牧 

講道 【莊稼的主 主的莊稼】 林長老 

 太 9:35-38; 路 10:1-3 

回應詩 【祢是莊稼的主】 會眾 

奉獻  會眾 

聖詩 【三一頌】 會眾 

報告  陳長老 

牧禱  教牧 

祝福 【阿們頌】 教牧                                       

彼此問安  會眾 

 

【我願回頭】 

祢醫治傷心的人 裹好他們的傷處 主耶穌感謝祢常守候  

我一生不致缺乏 主耶穌 我曾跌倒 我願回頭 求祢堅固我  

主耶穌 感謝祢常守候 讓我一生不再跌倒 我要讚美祢的慈愛  

我要讚美祢的信實 我向祢舉手 我心渴想祢 讓我永遠讚頌祢  

我要讚美祢的慈愛 我要讚美祢的信實 我向祢舉手 我心渴想祢  

我知道祢深愛著我  



家事報告 

1. 歡迎各位參加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主日崇拜聚會，請各新來嘉賓

留下姓名地址電話方便聯絡。 

2. 最近因有多宗 H1N1 流感病例，促請大家注意個人衛生，尤其是有

小孩子的家庭。關顧組亦决定自下週開始，暫停崇拜後茶點。醫務

處亦將於下週開始為市民注射疫苗，崇拜後請到司事枱索取注射時

間表。 
3. 甘牧師帶領多位 TnT 的青年參加 10/31-11/1 在 Toronto 的”Unite in 

Worship” conference。 

4. 會員大會已正式通過並接納李楊月薇及余敦平姐妹成為教會 2010

年長老提名委員會的會員代表；請繼續為委員們及長老的提名代禱。 

5. 教會教牧同工關心各弟兄姊妹及朋友，崇拜後教牧願意與個別祈禱，

面談或安排探訪時間。 

宣教/福音/培訓活動 

1. 十一月二十日(週五)7:30PM 在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有中國神學研究

院主辦的聖經神學講座【義僕神人：認識舊約中的先知】；由李思

敬博士主講(粵語)，歡迎弟兄姐妹參加。 

2. 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在恩典堂有《北美華神》所開設的聖經

神學課程「創世紀」(國語)；歡迎弟兄姐妹報名參加。 

3. 12 月 26-30 日在芝加哥有《生命季刊》主辦的『中國福音大會

2009』；詳情請參閱其網站：www.gfcc09.org。 

4. 『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十二月廿八至卅一日，多倫多。詳情

可參閱佈告板。 

感恩代禱事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劉黃秀英，容穎寧，李陳仲愛，劉何露

雙，程基光，蘇馬可。 

2. 請為程黃愛華姐妹換腎後身體的康復感恩及代禱。 

3. 請為新受洗的谷華民夫婦感恩及代禱。 

4.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移居的代禱：虞志松一家，劉綏生夫

婦，梁譚仲，梁鍾婉玲，陶偉基夫婦，谷華民夫婦，黃永昌夫婦，

高桂華太太，楊曾秀珍，高楊韻瑛。 



5. 歡迎弟兄姊妹在週報內刊出代禱事項如身體健康求神保守醫治，出

外旅遊或探親求主賜平安，個人事工求主賜恩等等。請與關顧組劉

潤成長老或梁岑淑蘭執事聯絡。 

團契/小組消息 

1. 福樂團與利百加團

本週六(11/7)聯團聚會。 
2. 頌恩團本週休聚。 
3. 恩雨團本週是家庭

小組聚會。 

4. 小組查經[廣東話] 

隔週一早上在甘牧師

府上。 

 

 

 

財政報告(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 

﹝奉獻封上請清楚填寫您的中、英文姓名及地址 ﹞  

 常費┼宣教 建堂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2,365.38 326.92 2,692.30 

上週獻金 891.31 20.00 911.31 

上週距離預算 (1,474.07) (306.92) (1,780.99) 

全年預算 123,000.00 17,000.00 140,000.00 

全年獻金 79,518.43 10,650.84 90,169.27 

全年距離預算 (43,481.57) (6,349.16) (49,830.73) 
 

教會每週聚會及出席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出席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 PM 76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 PM 32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 PM 10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14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 PM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 PM 12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 AM  

頌恩團﹝廣東話﹞ 週五 8:00 PM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六 9:45 AM  

路得姐妹查經﹝國語﹞ 週三 10:00 AM  

利百加婦女團契 週六 2:00 PM  

恩雨團﹝國語﹞ 週六 7:30 PM 15 

Josiah 少年團契﹝英語﹞ 週六 6:30 PM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六 7:30 PM  

※關顧組鼓勵大家參與崇拜後的茶點奉獻，請到佈告板茶點奉獻表上填

上你的名字。如需要關顧組協助預備茶點，請向梁岑淑蘭執事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