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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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月月月月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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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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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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教會牧師或傳道禱告或探訪

者，請聯絡我們。 

2. 教會主日崇拜於下午二時半開始,鼓勵大家提前十五分鐘進

入禮堂,肅靜默禱,避免高聲交談,並請將手機關掉或轉用静音. 

3. 十五屆宣教年會【合一宣教】目前收到信心認獻卡 18 份,共計

$ 10,820 ，距離 2015 年宣教預算尚有$ 11,180 ，請弟兄姐妹繼

續認獻；若需要認獻卡,請向當週司事或教牧、長老們索取。 

4. 感謝神，上週會友大會已選出 2015 年長老：林恩泉、陶偉

基、及羅笳鳴三位長老；請繼續為教會明年各部執事的委任

代禱，祈求神的選召與使用。 

5. 主內程黃愛華姐妹於上週五(11 月 21 日)蒙主恩召、安息主

懷，求神安慰她的家人。 

6. 《滿恩》不再限定發行時間，有足够的内容，就隨時發行。

歡迎大家積极、隨時投稿，也歡迎將您對《滿恩》的讀後

感，以及您的建議或意見反饋给我們。投稿、意見反饋電子

信箱：manen@southshorecac.org 

7. 《滿恩》第十期將是聖誕特刊，也將嘗試作爲宣教資料更廣

泛發送，現在已開始徵集相關内容的稿件，請儘快投稿。 

 

其他教界消息 

1. 满地可堂于 12 月 20 日晚 7-9 點主辦國語聖誕佈道會，主題：

『來得生命活水』，講員：渥太華主恩宣道會余勁松牧師。會前

有一个短的話劇。誠邀慕道友、未信主的親友参加。 

2. 12 月 20 日(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有中信中心與華人宣道

會合辦的『愛‧傳送』聖誕社區關懷、送暖活動；誠邀弟兄姐妹

參與此項活動，有心擔任義工者，請向吳傳道報名，截止日期

11 月 30 日。 

3. 恩道神學院事工基礎證書課程(FMC)是以密集的安排，為有心

志在華人教會事奉的人士提供基本的神學課程。課程的安排是針

對在不同事工領域及事奉崗位上的實際應用。2015 年計畫繼續

在滿地可堂開課(國語)，舊約概論(2015 年 3-4 月間)，現在開始

報名。詳情請洽吳傳道。 

4. 2015 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將於 2015 年 2 月 13 日至 16 日在

多 倫多市舉行，主題是『愛的吸引』，大會講員是李思敬博

士；歡迎弟兄姐妹報名參加。詳情見 http://www.ecccw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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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榮，蕭王麗瓊，陳岑燕萍,

熊賴少蓮，王琼，梅鳳玲，譚朱秀瓊，門靜，李明思，   

李晗，容陳育英，容穎寧，谷鄒秀蓮，蘇馬可，吳愛恩，

劉何露雙，黃月英。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羅笳鳴夫婦，陶曜雅,

陳達虎， 黄永昌夫婦。 

3. 甘牧師與師母已結束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事工，現已返回香

港探親，十二月底會再回到我們當中；請繼續在禱告中紀念

他們，求主保守他們身心靈的平安。 
4. 請繼續為教會建堂小組及建堂的事工代禱，求神的預備與

帶領。 

5. 請繼續為Ecclesia (英語事工)的青、少年們代禱，祈求主記

念他們的需要，並帶領他們彼此的建造、服事與成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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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關顧部陶偉基長老或譚李潔貞執事聯絡。 

 

 

                             【【【【主我今來主我今來主我今來主我今來】】】】     

1.  我心何等歡喜，因聽救主說道： 

「我為你罪流出寶血，使你同得榮耀。」 

2. 我本軟弱可憐，行善毫無能力， 

惟主能顯救恩奇功，救我脫離罪權。 

3. 求主賜我聖靈，充滿在我心裡， 

更求我主恩上加恩，變成救主容形。 

4. 美哉贖罪寶血，美哉救世鴻恩， 

救主既然如此愛我，我要愛主更深。 

      副歌：主啊！我今來，我今來就你， 

     求主洗淨我罪愆，洗淨在寶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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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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出席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 PM 大堂 116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PM 副堂 42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PM 地下室 4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地下室 19 

主日學(英文) 週日 12:45PM 副堂 
 

慕道/受洗班(普通話) 週一   7:30PM 吳傳道家 8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二 10:00AM 甘牧師家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教會 9 

香柏團(普通話)第二週 週四 10:00AM 教會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教會 19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教會 20 

信心小組(普通話)第一/三週 週五   7:30PM 白麗華家 15 

福音小栈(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五   7:30PM 陳達虎家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六 10:00AM 李錦榮家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英語)第二/四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小組查經(普通話) 第一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週六  2:00 PM 教會 
 

姐妹小組查經(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4:30 PM 教會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週六  6:30 PM 教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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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樂團本週五(11/28) 讚美操。 

2. 頌恩團本週五(11/28) 査經。 

3. 恩雨團本週六(11/29) 査經與詩歌分享。 

4. 週二及週六小組查經(廣東話)暫停。 

5. TnT 團契聚會時間與地點詳情請洽詢 Joey Lau 執事。 

6. Joseph 少年團契誠摯邀請 11-14 歲的少年參加。 

7. 關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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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如需要關顧部協助，請洽詢

譚李潔貞執事。 

 

 

 崇拜事奉安排表崇拜事奉安排表崇拜事奉安排表崇拜事奉安排表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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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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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field Park, QC. 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eld Park, QC. 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eld Park, QC. 598 Bellevue North, Gree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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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興傳道吳家興傳道吳家興傳道吳家興傳道    (450) 904(450) 904(450) 904(450) 904----088308830883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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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shorecacwww.southshorecacwww.southshorecacwww.southshorecac.org.org.org.org                                                                            
 

主日事主日事主日事主日事

奉奉奉奉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日日日日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月月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日日日日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七七七七日日日日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講員 吳家興傳道 林國富傳道 吳家興傳道 

主席 高桂華 蘇福忠 張躍鋼 

領詩 高楊韻瑛 白麗華 谷祝娜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廖林明珍 谷祝娜 陶董惠玲 

投射 宣愛軍 崔津燕 關輝明 

司事 譚李潔貞/譚朱秀蘭   熊賴少蓮/李水連 李毅/劉偉心 

茶點 高志鴻夫婦 周光發夫婦 
譚朱秀蘭       

譚朱秀瓊 

清潔 真理騎兵團 TNT 恩雨團 頌恩團 

 常費┼宣教 建堂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2,960.00 461.54 3,421.54 

上週獻金 3,230.00 564.10 3,794.10 

上週距離預算 270.00 102.56 372.56 

全年預算 153,920.00 24,000.00 177,920.00 

全年獻金 116,493.88 40,498.39 156,992.27 

全年距離預算 (37,426.12) 16,498.39 (20,927.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