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教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半

宣召 會眾

祈禱 眾立

讀經 【齊來奉獻】 主席

讀經 【哥林多後書】八章1-9節 會眾

唱詩 【主啊！我到你面前】 會眾

#458【獻己於主】

#461【奉獻所有】

唱詩 【愛篇】 詩班

講道 【學習奉獻】 甘志聰牧師

《哥林多後書》八章至九章

奉獻 會眾

【三一頌】 會眾

報告 楊雲真傳道

祝禱 教牧

【阿們頌】 會眾

彼此問安 會眾

※崇拜聚會請儘早入席；聚會中請保持安靜，並將手機關掉或改為靜音。

§本週金句：林後八 2-3：「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
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
們樂捐的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
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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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提醒並懇請弟兄姐妹在每次聚會完之後，務必幫忙檢查
教堂門窗是否已關閉後再離開。

3. 教會為響應環保，敦請弟兄姐妹在參加教會任何聚會及活動
時，請自備隨身水杯、餐具，減低免洗紙杯及餐具的消耗；
感謝您的配合。

4. 教會將於 12月 3日(週六)7:30PM舉行 2017年財政預算說明會，
將對明年各部事工經費及財政預算的編制作一說明；誠摯邀
請會友們出席參加。

5. 教會今日發送 2017年月曆，崇拜後請各家在司事台領取一份。
6. 教會於 12月 25日聖誕主日有浸禮，有意受浸加入教會的慕道
友，請向吳傳道索取申請表；受浸報名的截止日期為 12月 4
日。

7. 12月 24日 (週六晚) 教會有聖誕平安夜報佳音活動，歡迎弟兄
姐妹報名參加；同時也鼓勵願意開放家庭的弟兄姐妹登記，
以便佳音隊安排行程。

8. 甘牧師及師母將於 11月 22日回香港探望母親一個月，求主保
守路途平安，並與家人有美好的相聚和分享。

9. 《滿恩》第二十一期將于 12月出刊， 此特向大家徵集耶穌爲
降生、聖誕節、新年等相關文章，以及您的感恩、生命見證
分享, 歡迎積極投稿。manen@southshorecac.org

§其他教會或福音機構消息
1. 基督教愛心林園式長者社區 [大蒙特利爾葡萄園] 計劃邀請大家填
寫意向問卷，請到司事枱索取資料和問卷，填妥問卷請交回甘牧師。
2.滿地可堂 45週年的主題：【 神能成就】。邀請弟兄姊妹分享在這
四十五年當中神在你身上或教會所成就的事與神的祝福。分享可以
是(1)文章 , 約 500 字；(2)或者一至二句的感恩語；文章與感恩語句
可以傳送到 pub@montreal-cac.org. 
3. 滿地可中信中心將於 12月 3日舉行第五屆《愛●傳送 Love From 
Above》社區關懷行動，以此關懷華埠長者及有需要家庭。現正 招
募義工，詳情請致電中信中心 514-878-3113。

§感恩代禱事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周丽蔷的妈妈，常紅的妹妹及母
親，胡志華的父親，滕林波的父親，甘牧師的母親，張輝的
母親，茹明，高桂雲，鄭王秀玉，高楊韻瑛，林璧君，李潔
明，王葒，鄭嘉偉，吳愛恩，李晗，谷鄒秀蓮，蘇馬可。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黃鄒錦笑，陳月華，李
水蓮，梁岑淑蘭，高桂華夫婦，王恆昌夫婦，陳黎笑霞夫婦，
鄭王秀玉，頼李婉萍，Betty Wong，David Wong，譚李潔貞
夫婦，譚玉紋夫婦，熊頼少蓮，鄺佩霞一家，黄永昌夫婦，
陶曜雅，高志鴻夫婦。

3. 為正在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的預備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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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與關顧部林恩泉長老或譚李潔貞執事聯絡。

§團契/小組消息
1. 『門徒之道』小組查經每週四 10:00am在教會舉行。
2. 小牧人培訓於每月的第三個週六下午 4:00-6:00於教會舉行；
誠摯邀請在各團契小組擔任領導的弟兄姐妹參加。

3. 『新生命課程』福音性查經小組(普通話)於每週五 10:00 am
在教會舉行；歡迎慕道友參加。

4. 福樂團下星期開始結束冬季聚會。等待明年春季才開團，請
留意。

5. 恩雨團本週六(11/26)有聚會，查經分享。
6. 頌恩團本週五(11/25)有聚會，內容是讚美祈禱分享會。
7. 教會爲長者開設了『香柏團契』，歡迎弟兄姐妹繼續邀請年長
的兄姐及朋友參加；詳情可聯繫胡瑞麗姐妹或潘繼海弟兄。

8. TnT 青年小組團契於每週五或週六舉行,詳情請與陶耀駿執事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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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ub@montreal-cac.org
mailto:manen@southshorecac.org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人如同自己 …  」
  馬太福音 22:35-40, 馬可福音 12:28-33,路加福音 10: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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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8.46 576.92 3,965.38

上週獻金 2,157.86   110.00 2.267.60

上週距離預算 (1,230.86) (466.92)   (1,697.78)

全年預算 176,200.00 30,000.00 206,200.00

全年獻金 137,935.06 28,849.32 166,784.38

全年距離預算 ( 38,264.94) (  1,150.68) ( 39,415.62)

※奉獻教會支票抬頭請用教會英文全名：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崇拜事奉安排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講台信息           【學習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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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全年主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主題經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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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興傳道 (450) 904-0883     楊美英傳道 (438) 883-5600
顧問：陳志誠牧師
網址：www.southshorecac.org                  

主日
事奉

十一月
二十日

十一月
二十七日

聖餐主日
十二月四日

講員 甘志聰牧師 楊美英傳道 林恩泉長老

主席 林天祥 張躍鋼 陳達虎長老

領詩 李郭莉莉 高琳 陳愛珍
司琴 劉崇基 劉崇基 劉崇基
翻譯 羅笳鳴長老 廖林明珍 高桂華
投影 梁吳素梅 劉偉心 崔津燕

司事
譚朱秀蘭
張衛慈

李毅
劉偉心

張耀鋼
高琳

茶點
周光發
林紅

梁吳素梅
佘以儀

Joyce

清潔 TNT 青年團 恩雨團 頌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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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主日崇拜(英語) 週日  2:30 PM 副堂 51

主日學(成人) 週日 12:45 PM 地下室 15

主日學(兒童) 週日   2:30 PM 地下室 19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 AM 甘牧師家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 PM 教會 10

香柏團(普通話)每月第二週 週四 10:00 AM 教會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 AM 教會 16

頌恩團(廣東話) ( 除第一週外) 週五   8:00  PM 教會 12

TnT真理騎兵團(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英語) 週六 教會

Joseph 少年團契(英語)第一/四週 週六   7:30 PM 教會

生命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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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得姐妹小組(普通話)第二/四週 週六 6:30/4:00PM 教會

恩雨團(普通話)( 除第一週外) 週六   6:30 PM 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