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事奉安排

主日
事奉

聖誕主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三十日
聖餐主日
元月六日

講員 吳家興牧師 甘志聰牧師 吳家興牧師

主席 高桂華 陶偉基 林天祥
領詩 滕林波 高楊韻瑛 李郭莉莉

司琴
劉崇基
樊朱瑩儀

劉崇基
樊朱瑩儀

劉崇基
樊朱瑩儀

翻譯 陶董惠玲 谷祝娜 羅笳鳴
投影 張燕 彭曉燕 梁吳素梅

司事
譚朱秀蘭
譚李潔貞

鄧沃明
鄧谷祝麗

郑王秀玉
熊賴少蓮

茶點 衆弟兄姐妹 楊健征/蘇楊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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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主題：耶穌我主‧滿恩我家
主題經文 : 《羅馬書》 15:5-7

聖誕主日崇拜程序 2018年 12月 23日下午 2:30

宣召 主席
讀經 【彌迦書】第五章2-5節 會眾
唱詩 生命聖詩#90【聖誕佳音】 會眾
讀經  【路加福音】第二章22-32節 會眾
唱詩  生命聖詩#98【天使報信】 會眾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獻詩   【寧靜的伯利恆】 詩班

 【在至高之處】
講道 【平安聖誕】 吳家興牧師

《彌迦書》五章2-5節上
奉獻 會眾
頌榮 【三一頌】 會眾
報告 吳家興牧師
祝禱 教牧
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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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模式。

「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

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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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PM 124
主日崇拜(英語) 2:45PM 35
主日學(成人) 12:45PM
主日學(兒童) 2:45PM 19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AM 16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香柏團(普通話) 每月第一週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三 1:00PM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五 8:00PM 5
福樂團(樂齡)

週五
10:00AM 休聚

頌恩團(廣東話)除第一週外 8:00PM
TnT 真理騎兵團(社青)(英語) 週五或週六

Josiah 青少年團契(大專)(英語)

週六

10:00AM
Joseph 少年團契(中三～五)(英語)第一/三週 7:30PM
Nehemiah 少年團契(中一～二)(英語)第四週 7:30PM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第一週 2:00PM
恩雨團(普通話) 6:30PM
家庭生命小組 週間
 



§ 本週金句：「他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他神
之名的威嚴，牧養他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他必日見尊
大，直到地極。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彌五 4-5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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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上週會友大會以超過投票會友人數的 2/3(投票人數 128
人，同意票數 115)表決通過授權長議會購買 Paroisse Catholique 
Saint-Maxime (160 rue Charron, LeMoyne J4R 2K7) ；請弟兄

姐妹繼續為購堂事工禱告。
3. 十九屆宣教年會《把握時機》目前收到的信心認獻卡 29份，共計

$19,750，距離 2019 年宣教預算尚差$250，請弟兄姐妹繼續認

獻；若需要認獻卡，請向當週司事、教牧、或長老們索取。
4. 感謝神，會友大會已選出 2019 年長老：林恩泉、李德成、高平、及

吳鴻儒(Hernan Wu)四位長老；請繼續為教會來年各部執事的委任

代禱，祈求神的選召與使用。
5. 感謝主，2019 年中文堂各部門長老及委任執事如下：

>林恩泉長老負責的部門—行政/蘇福忠、團契/陶董惠玲、關顧/梁鍾

婉玲

    >李德成長老負責的部門—崇拜/谷祝娜、財政/林紅

    >高平長老負責的部門—基教/宣愛軍、宣教/沈玨羽、家庭/李毅

6. 教會定於 12 月 25 日(週二) 早上 10:00-11:30舉辦聖誕讀經早禱

會，取代當晚的教會禱告會；歡迎弟兄姐妹一起來參加。

§ 感恩代禱事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甘盛，呂曼青母親郭秀連，Betty誼姊
徐麗嬋，甘志聰牧師，李欣遠的父親，張躍鋼母親王綺彬姐妹，王

琼，李慧，楊健征，周麗蔷的母親，王葒，常紅的妹妹，陳世群，  

李潔明，谷鄒秀蓮，遲林的父親遲仁義，胡志華的父親胡吉，唐莫

可如，余敦平師母的父母，涂正剛的母親。
2. 請為出外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陳林艷卿，黃鄒錦笑，楊恩慈

（Mila），黃永昌夫婦，唐莫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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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關顧部林

恩泉長老或梁鍾婉玲執事聯絡。

§ 團契/小組消息

1. 每週五晚上 8:00在吳家興牧師家有查經聚會(若遇有教會性聚會將暫
停聚會)，歡迎弟兄姐妹一起來學習神的話。

2. 楊雲真傳道的主日學課程《聖經與生活》從 11 月份起將看四福音
書，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參加。

3. 教會團契部每週四晚 8:00-9:30在教堂地下室舉辦“乒乓球之夜”

活動，歡迎弟兄姐妹和朋友們參加。

4. 教會網站上的電子書庫中有 FamilyLife提供的『家庭建造者系列』

材料，包括家庭生活中婚姻及親子關係的不同專題，提供問題討論和

經文輔助，內容相當豐富，非常適合小組使用，請弟兄姐妹多多利

用。http://www.southshorecac.org/?page_id=1266
5. 請有心開放家庭、帶領小組的弟兄姐妹與吳家興牧師聯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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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詢梁鍾婉玲執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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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3,307.69 576.92 384.62 4,269.23
上週獻金 3,518.45     810.00 835.00 5,163.45
差額         210.76  233.08   450.38        894.45

全年預算 172,000.00 30,000.00 20,000.00 222,000.00
全年獻金 170,288.60 29,513.65 21,249.50 221,051.75
差額 (1,711.40) (486.35) 1,249.50 (9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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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誕 快 樂！

http://www.southshorecac.org/?page_id=1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