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餐聖 餐聖 餐聖 餐 主 日 崇 拜 程 序主 日 崇 拜 程 序主 日 崇 拜 程 序主 日 崇 拜 程 序 表表表表     
主後二零主後二零主後二零主後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四四四四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                

    

序序序序樂樂樂樂    安安安安靜靜靜靜默默默默禱禱禱禱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宣召宣召宣召宣召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眾立眾立眾立眾立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29292929 篇篇篇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唱詩唱詩唱詩唱詩                                                                        【【【【讚讚讚讚美真神美真神美真神美真神】】】】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12:112:112:112:1----9999】】】】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唱詩唱詩唱詩唱詩                                                                【【【【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主賜福如春雨】】】】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耶穌給你平安耶穌給你平安耶穌給你平安耶穌給你平安】】】】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賜福給你】【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獻詩獻詩獻詩獻詩                                                                    【【【【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陳志誠牧師陳志誠牧師陳志誠牧師陳志誠牧師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傳福人傳福人傳福人傳福人】】】】    陳陳陳陳志誠志誠志誠志誠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12:112:112:112:1----9999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聖詩聖詩聖詩聖詩    【三一頌【三一頌【三一頌【三一頌】】】】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陳達虎長老陳達虎長老陳達虎長老陳達虎長老    

牧禱牧禱牧禱牧禱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彼此問安彼此問安彼此問安彼此問安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救贖的恩典】】】】        
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餅餅餅餅,,,,    我記念你我記念你我記念你我記念你，，，，親愛耶親愛耶親愛耶親愛耶穌穌穌穌。。。。                                                                                                        

十架上你換回我生十架上你換回我生十架上你換回我生十架上你換回我生命命命命,,,,    使我回到天父面使我回到天父面使我回到天父面使我回到天父面前。前。前。前。    

                                                        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每當我拿起這杯杯杯杯,,,,    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耶我的耶我的耶我的耶穌穌穌穌,,,,                                                                                                                                                        

                                                你寶血洗淨我的你寶血洗淨我的你寶血洗淨我的你寶血洗淨我的罪罪罪罪,,,,    使我永遠與罪隔使我永遠與罪隔使我永遠與罪隔使我永遠與罪隔離。離。離。離。                

                                    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謝謝你為我死在十架上上上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破碎的生命得以完破碎的生命得以完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全全全；；；；    

                        我感恩我感恩我感恩我感恩,,,,我敬我敬我敬我敬拜拜拜拜,,,,    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自得自得自得自由由由由,,,,    都因你那救贖的恩都因你那救贖的恩都因你那救贖的恩都因你那救贖的恩典。典。典。典。    

                                                        有一泉血有一泉血有一泉血有一泉血~~~~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永遠與罪隔永遠與罪隔永遠與罪隔離離離離,,,,    

                                                        救贖教會救贖教會救贖教會救贖教會,,,,洗得清洗得清洗得清洗得清潔潔潔潔,,,,    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永遠與罪隔離。。。。    

家事報告家事報告家事報告家事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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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方便聯絡。 
2. 教會第十三屆宣教年會將於 11 月 10 日及 11 日舉行，今屆主題是 ： 

[ 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並邀請左强宜牧師為大會講員，在 11 月 10 日(星期六)晚

上七時半有宣教分享聚會，11 月 11 日(星期日)主日崇拜有信心認獻， 

請大家同心為宣教事工代禱，並参與宣教事奉。 

3. 教會於今日將十二屆宣教年會去年的認獻卡發還給大家，有助大家於今

屆的宣教認獻上定立目標，崇拜後請到司事枱領取。 

4. 甘牧師於上週發現肺部有細菌感染，留院觀察及治理後現已回家休養，

請大家繼續為牧師的康復及師母的精神健康代禱，求主保守。 

5. 由教會出版之 [    滿恩滿恩滿恩滿恩 ] 刊第一期反應良好，初印一百份全部派清，今再印

三十份，崇拜後如欲領取者請到司事枱索取。 

6. [    滿恩滿恩滿恩滿恩 ] 刊第二期準備在聖誕節期間推出，歡迎大家提供一切有關屬靈分

享、見證、特別有關聖誕節、主耶穌降生的文章，於十一月底之前交與

張躍鋼執事整理。 

7. 教會 14 周年堂慶及双双姊妹受洗的照片已張貼在佈告板上，歡迎大家前

往欣賞，若有需要電子版照片的弟兄姊妹，請通過郵件索取，電郵地址 :  

lisabai88@yahoo.ca 

8.   教會每逢週二晚上八時有祈禱會，鼓勵大家一同參與，同心為教會事

工、弟兄姐妹們的需要、家庭生活及一切事項代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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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 e0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容穎寧，劉何露雙，蘇馬可，谷鄒秀蓮， 

程基光，程黃愛華，田炳章，吳愛恩，余敦平，郭林朝，陳黃春燕， 

李晗，甘牧師，Sam Sturgeon’s grandfather。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移居的代禱： 

黃永昌夫婦，譚百惠，王飛雪，王琼，蕭王麗琼，高志鴻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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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關顧組陳達虎長老

或劉甄連方執事聯絡。 



「「「「你們若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你們若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你們若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你們若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            

        是我的門徒了是我的門徒了是我的門徒了是我的門徒了。」。」。」。」((((約約約約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8888))))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小組消息小組消息小組消息小組消息    
1. 頌恩團本週五(11/10) 

    参加宣教年會。     

2. 恩雨團本週六(11/10) 

    参加宣教年會。 

3.福樂團本週五(11/09) 

    生日週。 

4. 小組查經[普通話]   

     暫停直至通知為止。 

5. 小組查經[廣東話]隔

週週六上午十時在李錦

榮弟兄家；另逢週二之

查經暫停直至通知為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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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劉甄連方執

事查詢。 

                                                                                                                             

本週金句：本週金句：本週金句：本週金句：      民民民民數記數記數記數記 6666::::24242424----26262626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

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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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封上請清楚填寫您的中、英文姓名及地址﹝奉獻封上請清楚填寫您的中、英文姓名及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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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每週聚會及出席一覽表教會每週聚會及出席一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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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 PM 43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 PM 6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13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 PM 12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 P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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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 AM 

路得姐妹查經﹝普通話﹞週三 10:00 AM 

利百加婦女團契 週六  2: 00 PM

恩雨團﹝普通話﹞ 週六   6:30 PM 

Josiah 少年團契﹝英語﹞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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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18 415.10 2,745.28

上週獻金 2,819.71 446.54 3,266.25

上週距離預算 489.53 31.44 520.97

全年預算 123,500.00 22,000.00 145,500.00

全年獻金 93,221.10 9,125.20 102,346.30

全年距離預算 (30,278.90) (12,874.80) (43,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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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主題全年主題全年主題全年主題：：：：                    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    多結果子多結果子多結果子多結果子    
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    ::::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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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創立：主後創立：主後創立：主後 1998199819981998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會址：會址：會址：會址：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eld Park, QC. eld Park, QC. eld Park, QC. eld Park, QC. J4V 1C8J4V 1C8J4V 1C8J4V 1C8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514) 833(514) 833(514) 833(514) 833----1818181818181818        

教牧：甘志聰牧師教牧：甘志聰牧師教牧：甘志聰牧師教牧：甘志聰牧師    (5(5(5(514) 83314) 83314) 83314) 833----1818181818181818    楊雲真傳道楊雲真傳道楊雲真傳道楊雲真傳道    (450) 672(450) 672(450) 672(450) 672----6552655265526552    

顧問：陳志誠牧師顧問：陳志誠牧師顧問：陳志誠牧師顧問：陳志誠牧師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www.southshorecac.comwww.southshorecac.comwww.southshorecac.comwww.southshorecac.com    

主日事奉主日事奉主日事奉主日事奉    
十一月四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月四日    

聖餐主日聖餐主日聖餐主日聖餐主日    

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一日    

宣教主日宣教主日宣教主日宣教主日    
十一月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講員 陳志誠牧師 左强宜牧師 林恩泉長老 

主席 陳達虎長老 吳家興 劉潤成長老 

領詩 白麗華 余敦平 劉甄連方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谷祝娜 谷祝娜 高桂華 

投射 關輝明 王劼 張帆 

司事 譚李潔貞/李水連 楊健征/譚玉紋 李錦榮/李楊翠嬋 

茶點 愛珍/明珍 鄭太/李水連 劉甄連方 

清潔 恩雨團 頌恩團  利百加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