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 Gabriel Valley Alliance Church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羅 省 東 區 宣 道 會 
 

歡迎參加網上紀念救主耶穌受難節 
 

 

 

 

                                                               
                                                               
                                                               
                                                              

 

 
        

 

 

 

 

 

 

 

重連、重組、重建     
                           (以弗所書 4:14-16) 

 

                              
      
 

                      黃家麟牧師 | 主任牧師   

                     pglwong@sgvac.org (650) 219-5485 

陳仲豪長老 | 副主席 

                                       samchchan@yahoo.com (626) 348-7779 

Donna Bazemore |基督教教育主任 

donna@sgvc.org (912) 358-8820 

Castalia Chan |辦公室主任 

secretary@sgvac.org (626)780-0789 

 

1027 South First Avenue, Arcadia, CA 91006 

教會電話/Tel:(626)445-6394   傳真/Fax:(626)445-8309 

http://www.sgvac.org/  

 

 

 

 

 

 

 

 

 

 

紀念救主耶穌受難節程序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日晚上午八時正 

 

 

 
 

 

 
 

 

序樂                   

歡迎及介紹程序                     黃家麟牧師 

開會祈禱                       黃家麟牧師 

唱詩                                         奇妙的愛 生#178              會           衆 

獻詩                             神慈愛 Here is Love     詩           班 

默想經文 (1)                            馬可福音 14:12-16             溫國民執事 

                (2)                          約翰福音 1 3:1-5; 12-17     陳惠珍執事 

訓勉                                         「主愛我們到底」         黃家麟牧師 

唱詩                                            虔守主餐 生#234         會           衆 

默想經文 (3)                                路加福音 22:14-23      溫國民執事 

聖餐                       黃家麟牧師 

獻詩                                           祢在樹下禱告                   詩           班 
                                      When You Pray Beneath the Trees 

默想經文 (4)                            路加福音 22:39-46            陳惠珍執事 

獻    詩                            默念 : 苦難之路 Via Dolorosa       徐 陳 淑 儀 

默想經文 (5)                            以賽亞書 53:3-6       溫國民執事 

獻詩                                        Like a Lamb 如羔羊      詩           班 

默想經文 (6)                             以賽亞書 53:10-12           陳惠珍執事 

感恩禱告                      陳仲豪長老 

報告                        陳仲豪長老 

祝福                        黃家麟牧師 

默禱散會   

http://www.sgv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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