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 活 節 聖 餐復 活 節 聖 餐復 活 節 聖 餐復 活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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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五五五五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日下午二時半    

 

        歡迎及介紹歡迎及介紹歡迎及介紹歡迎及介紹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見証分享見証分享見証分享見証分享                        何天約何天約何天約何天約((((Enoch Ho)Enoch Ho)Enoch Ho)Enoch Ho)、、、、吳愛恩吳愛恩吳愛恩吳愛恩((((Esther Wu)Esther Wu)Esther Wu)Esther Wu)    

        英文堂報告英文堂報告英文堂報告英文堂報告                                                                                            英文事工職員會英文事工職員會英文事工職員會英文事工職員會 

        中中中中    文文文文堂報告堂報告堂報告堂報告                                                                                                                    陶偉基長老陶偉基長老陶偉基長老陶偉基長老    

        浸禮浸禮浸禮浸禮                                                                        副堂副堂副堂副堂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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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8282828：：：：1111----2020202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唱詩唱詩唱詩唱詩                                                ####133133133133【【【【復活得勝主復活得勝主復活得勝主復活得勝主】】】】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讚美直到永遠讚美直到永遠讚美直到永遠讚美直到永遠】】】】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經文選讀經文選讀經文選讀經文選讀####81818181【【【【同死同活同死同活同死同活同死同活】】】】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唱詩唱詩唱詩唱詩                                                      【【【【我願跟隨我願跟隨我願跟隨我願跟隨祢祢祢祢】】】】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獻詩獻詩獻詩獻詩                                            【【【【哈利路亞歸十架哈利路亞歸十架哈利路亞歸十架哈利路亞歸十架】】】】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奉主名」的迷信「奉主名」的迷信「奉主名」的迷信「奉主名」的迷信】】】】                    甘志聰牧師甘志聰牧師甘志聰牧師甘志聰牧師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8282828：：：：18181818----20202020    

        接納新會友接納新會友接納新會友接納新會友                                            吳梁素梅吳梁素梅吳梁素梅吳梁素梅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見証見証見証見証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常紅、石常紅、石常紅、石常紅、石楊楊楊楊、鍾、鍾、鍾、鍾驍驍驍驍、王獻、王獻、王獻、王獻藝藝藝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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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祝祝禱禱禱禱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    

    【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阿們頌】】】】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彼此問安彼此問安彼此問安彼此問安        會眾會眾會眾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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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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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上週五晚上 7:30 在教會的受難節『十架七言』聚

會，共有 85 位弟兄姐妹參加，求神繼續堅固與帶領。 

4. 感謝神，今日有何天約(Enoch Ho)，吳愛恩(Esther Wu)，常

紅，石楊，鍾驍，王獻藝，六位弟兄姐妹受洗歸入主的身

體；願神的賜福與帶領他(她)們在靈裡的成長。 

5. 長議會接納 Elizabeth Collin 及 吳梁素梅 轉會成為本教會會

友，一同敬拜事奉，感謝神。 

6. 圖書部新書及 CD：陳孟賢博士：書號 450 仗劍江湖；書號

451 戲語人生；書號 452 情理互動‧對話人生；CD046 再闖屬

靈高峰─在信望愛上長進；CD047 屬靈的談情說愛, 歡迎借

閱。 

7. 教會今日崇拜後將與 Plattsburgh 的弟兄姐妹聯誼聚餐，一家

一菜；有意參加者請散會後在司事台登記。 

8. 新一期主日學今日開課，課題是羅馬書，全程分 12 課，到

六月二十一日結束，由楊美英傳道講課。課程詳細内容請參

考單張。上課時間是週日 12h45-13h45。敬請大家踊躍參

加，一同在神的話語裏成長。 

9. 教會將於 8 月 7-9 日籌辦全教會中英文堂夏令營，地點為 villa 

de Brome；今年營會主題定為『主內一家』，主要講員是           

Dr. Rev. Kelvin Friebel；5 月份開始接受報名，請弟兄姐妹闔府

報名參加，並為此活動聚會禱告；報名費用日後會再公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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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教界消息 
1 今晩多倫多『頌恩旋律』在滿地可神召會帶領受難節/復活節福

音歌劇聚會『未完的故事』：歡迎邀請慕道友參加。 

2. 『家新』主辦的《恩愛夫婦營》(國、粵語)將於 4/24-26 假  

Ramada Inn, Cornwall, ON 舉行。 

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感恩代禱事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王葒，鄭嘉偉，黄戴秀玲，李

晗，陳岑燕萍，譚朱秀瓊，李明思，容陳育英，蘇馬可，

吳愛恩，谷鄒秀蓮。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梁岑淑蘭，陶曜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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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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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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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關顧部林恩泉長老或譚李潔貞執事聯絡。 

 

                      【哈利路亞歸十架】 

                 十架永遠堅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得勝魔鬼權柄，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陰府權勢雖勁，世界改擊不停  

                     十架仍然堅立，哈利路亞歸十架  

                  十架歷久常存，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頌讚十架得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天父賜下救恩，差遣愛子降生  

                      十字架上捨身，哈利路亞歸十架 

     「副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歸十架  

                            哈利路亞！十字寶架永得勝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

愛人如同自己愛人如同自己愛人如同自己愛人如同自己    …………」」」」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2:35353535----40,40,40,40,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2:2812:2812:2812:28----33,33,33,33,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10:2510:2510:2510:25----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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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PM 副堂 48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PM 地下室 28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地下室 27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AM 甘牧師家 18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教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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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教會 
 

福音小栈(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五  8:00 PM 陳達虎家

 
TnT 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英語)第一/四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四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信心小組(普通話)第一週 週六   7:30PM 雙長明家

生命小組(普通話) 第一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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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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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查經(廣東話)本週一(04/06) 在甘牧師家査經聚會。 

2. 香柏團本週四(04/09) 早上十時開始第一次聚會。 

3. 福樂團本週五(04/10) 早上十時開始第一次聚會-喜相見. 

4. 頌恩團本週五(04/10) 詩歌分享。 

5. 恩雨團本週六(04/11) 福音電影。 

6. 利百加婦女團本週六(04/11) 聚會-讃美操。 

7. TnT 團契聚會時間與地點詳情請洽詢胡凱燕執事。 

8. Joseph 少年團契誠摯邀請 11-14 歲的少年參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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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本週金句：本週金句：本週金句：  馬太福音 28：18-20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門徒，奉父子聖門徒，奉父子聖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奉獻廿元以上才發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奉獻廿元以上才發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奉獻廿元以上才發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奉獻廿元以上才發報稅收條（只用奉獻封上的報稅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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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愛人愛神愛人愛神愛人愛神愛人————愛教會愛教會愛教會愛教會 

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    ::::    

 

 

 

 

 

 

 

 

 

 

 

 

 

 

 

 

 

 

 

 

 

 

 

 

 

 

 

 

 

※※※※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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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楊楊楊美英美英美英美英傳道傳道傳道傳道    (4(4(4(438383838))))    883883883883----56005600560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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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事奉事奉事奉事奉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五五五五日日日日    

復活節聖餐主復活節聖餐主復活節聖餐主復活節聖餐主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日日日日    四四四四月月月月十九十九十九十九日日日日    

講員 甘志聰牧師 吳家興傳道 楊美英傳道 

主席 陶偉基長老 黄永昌 高桂華 

領詩 陶董惠玲 李郭莉莉                                     高楊韻瑛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谷祝娜 羅笳鳴長老 陶董惠玲 

投射 崔津燕 關輝明 宣愛軍 

司事 双長明/李桂貞 高廖彩鳳/謝淑珊 沈珏羽/張輝 

茶點 關顧組   

清潔 利百加團 真理騎兵團 TNT 恩雨團 

 常費┼宣教 建堂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3,115.38              576.92  3,692.31 

上週獻金 3,847.90 1,743.90 5,591.80 

上週距離預算 732.52 1,166.98 1,899.49 

全年預算 162,000.00 30,000.00 192,000.00 

全年獻金 36,675.67 4,273.27 40,948.94 

全年距離預算 (125,324.33) (25,726.73) (151,05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