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

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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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主題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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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事奉 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九日 

聖誕福音主日 
十二月廿六日 

講員 左強宜牧師 甘志聰牧師 林恩泉長老 

主席 劉潤成 吳家興長老 陳達虎長老 

領詩 劉甄連方 讚美小組 李郭莉莉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羅笳鳴 高楊韻瑛 谷祝娜 

司事 高平夫婦 林明珍/李水蓮 陳愛珍/鄧谷祝麗 

茶點 吳家興一家 單忠月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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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表  
主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半    

 
序樂 安靜默禱 司琴 

宣召  主席                                         

祈禱  眾立                                         

讀經 《詩篇》廿九篇 1-11 節 主席 

唱詩 8首【榮耀歸於真神】 會眾 

 【Emmanuel 神與你同在】 會眾 

讀經 《救主降生》經文選讀 6 會眾                                       

 99首【天使歌唱】 會眾 

獻詩 【我心俯伏】 詩班 

講道 【信徒皆祭司】 左牧師 

 《出》19:6;《彼前》2:9;《啟》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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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俯伏】 

我心俯伏在主裡面 將自己奉獻給神 

藉著聖靈恩典幫助 得進入神的同在 

每當我進入屬靈生命中 降服謙卑自己 

經歷的試練忍受的苦難 相信有神的美意 

我心平安在主裡面 享受無限的喜樂 

藉著聖靈恩典醫治 得進入神的同在 



家事報告 

1. 感謝左強宜牧師今日所帶給我們的主日講台信息。 

2. 歡迎參加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主日崇拜聚會，請新來嘉賓留下

姓名地址電話方便聯絡。 

3. 二零一一年新年度長執名單及事工分配：張躍鋼長老(宣教—谷祝

娜執事；關顧—劉甄連方執事；國語—蘇福忠執事)、陶偉基長老

(行政—樊朱瑩儀執事；英語—羅笳鳴執事；兒童—林紅執事)、

吳家興長老(崇拜—陶董惠玲執事；財政—高琳執事)；請新、舊

長執們準時參加明晚(12/13) 八點整在教會的長執會議。 

4. 今年宣教年會共收到 35 張認獻回應卡，認獻金額共計$15,126。

如有需要 11 週年宣教認獻卡，請向甘牧師或長老們索取，填好認

獻卡後請將卡分開，較短的部份放入奉獻袋內，較長的部份自己

留作記錄。請繼續為宣教事工代禱。 

5. 教會今年在十二月廿五日(週六)有慶祝聖誕節特別聚會，晚上六

時半有一家一菜聚餐，八時有聖誕詩歌，短劇及信息，歡迎弟兄

姐妹邀請朋友們一起參加；散會後請報名，以便安排。 
6. 教會今年第二次浸禮定於十二月廿六日舉行，請於今日把報名表

交回甘牧師。 
7. 教會贈送二零一一年月曆，一家一份，會後派發。 

8. 教會教牧同工關心各弟兄姐妹及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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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福書室》聖誕減價月(11/20 至 12/31)，歡迎弟兄姐妹並邀請

朋友們參觀選購。 

感恩代禱事項 e0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陳思燕，容穎寧，劉何露雙，蘇馬可，

谷鄒秀蓮，Maggie Lee，程基光，程黃愛華，趙羅淑嫻，譚姿婷

(眼疾) ，楊常仁，陳朱千金。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移居的代禱：吳嗣瑜夫婦，梁鍾婉

玲，楊曾秀珍，陳林艷卿，譚善婷，楊常仁夫婦，梁岑淑蘭，林

恩泉長老。 

3. 歡迎弟兄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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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林恩泉長老或梁岑淑蘭執事聯絡。 



團契/小組消息 

1. 福樂團本週休聚。 

2. 頌恩團本週五(12/17)聚

會內容「聖誕分享」。 

3. 恩雨團本週休聚。 

4. 小組查經[普通話]每月

第一及第三週在甘牧師

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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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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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彼得前書二章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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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 

「但是，你們是蒙揀選的種族，是王家的祭司，聖潔的國度，上帝的

子民。上帝選召你們離開黑暗，進入祂輝煌的光明，來宣揚祂奇妙的

作為。」(現代中文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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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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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 PM 15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 PM 11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26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 PM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 PM 11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四   8:00 PM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 AM  

頌恩團﹝廣東話﹞ 週五   8:00 PM 12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 A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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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PM 30 

Josiah 少年團契﹝英語﹞ 週六   7:30 PM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六   7:30 PM  

 常費┼宣教 建堂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2,023.08 326.92 2,350.00 

上週獻金 2,132.36 50.00 2,182.36 

上週距離預算 109.28 (276.92) (167.64) 

全年預算 105,200.00 17,000.00 122,200.00 

全年獻金 94,322.61 18,573.96 112,896.57 

全年距離預算 (10,877.39) 1,573.96 (9,30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