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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頌主堂成立於 1992 年。1999 年 12 月大火後，神奇妙地賜予我們一塊位於密西沙

加市的美好土地，讓我們重建了頌主堂，翌年遷入現址，蒙神恩手帶領，我們的事工

及人數慢慢增長，十年後的今天，發覺地方不敷應用，經過恆切的禱告及計劃，並蒙

教區大力支持，我們決定了一個約 8000 呎，耗資 200 萬元的擴堂計劃。 

 

擴堂計劃進度 

祈德區普腓力主教在 2013 年 9 月 29 曰為擴堂籌款主持誓師出發典禮。我們一再經歷神

奇妙帶領，看到頌主堂教友為擴展主工盡心盡力去奉獻,去奔跑,更蒙海內外主內兄姊獻

捐和禱告支持，更得多倫多教區之撥款襄助，頌主堂同寅銘感衷心，在 2014 年 3 月 2

日教友大會，我們達到要認捐所需款項的七成半 ($ 585,000 )的目標，頌主堂的擴堂工

程，由教友大會通過正式啟動。 

我們隨即與教區及建築師一起預備擴堂所需之圖則和文件。擴堂申請書於 6 月初 遞交

市政府，在等待市政府的批准期間，我們會預備各項工程招標文件及合約呈交教區，

以冀獲得擴建工程的核批。 

 
我們冀望可以在 2014 年秋季舉行動土禮，並

希望可於 2015 年秋季完成擴堂工程。 

 
頌主堂堂長 

盧永信  吳志剛 

助理堂長 

趙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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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頌主堂 
1051 Eglinton Ave. West, Mississauga, ON, Canada  L5V 2W3 

電話： (905) 812-2938 傳真：  (905) 812-2939 

電郵： info@stechurch.com  網址：www.stechurch.com 

署理主任牧師： 利珍理法政牧師 

主理傳道：  莫雨晴傳道 

堂長：   吳志剛，盧永信 

 

頌主堂署理主任牧師的分享 

我們現正身處充滿喜樂的聖靈降臨節，我們豐豐

富富地慶祝了在內把我們更新之主的復活。然

後，僅僅五十天後我們慶祝聖靈降臨；我們得到

聖靈作為上帝時常與我們的生命在一起為禮物。

我們在聖靈降臨節學習如何活作耶穌的門徒，亦

憶記耶穌所教導的、他怎樣醫治人又他旁邊聚集

的群眾如何因上帝的大能而有所感動。 

 

我們相信對上帝來說沒有不能成就的事。無論我

們的事情有多困難，衹要挨近空十架，便看到上

帝的大能以困惑創建盼望、以悲傷創建歡樂、與

及以死亡創建生命。活著作為門徒是挑戰自己放

眼看看四周的奇跡和奧秘；從我們沒察覺到的那

怕是樹上綻放的細小幼芽以至出人意表的溫馨時

刻，在在叫人看到上帝與我們永遠同在的能力和

美妙。 

 
 
 
頌主堂的教友在準備擴堂時，將會學習成為門

徒。擺在我們前面的是繁重的事務和各樣的雜

亂，我們定會將目光聚焦空十架，那麼，一些美

麗的事物便會在建築工程、合約和財政等各方面

的混亂當中孕育出來。環繞這會眾的生命及能量

會藉此得以重生和更新；而

且為肯上帝犧牲的新生命必

會從付出的辛勞及奉獻當中

產生。聖靈必以力量充滿我

們。 

我期盼在我們每天與主同行

時，和大家一起慶祝我們的

共同信仰與傳統，一起為復

活而同感歡欣、同聲高呼亞

利路亞。 

利珍理法政牧師 

 
 

籌款進度 

感謝主，至 2014 年 5 月 18 日，認捐款項為 $620,428。 

以下為一簡單籌募款項表列：  
  

建築預算  $1,980,000 

建築資金   

 多倫多教區：MAF $1,000,000  

 多倫多教區：Baker Fund $50,000  

 頌主堂 建堂儲備 $150,000  

擴堂工程現備資金  $1,200,000 

頌主堂需籌募之款項  $780,000 

截至 5 月 18 日已 認捐款項  $620,428 

尚待認捐之款項  $159,572 

 

  

2014年 3月 1日頌主堂卡拉 OK籌款夜甜品 

Desserts 



主理傳道的分享 
感謝主，經歷多年祈禱和等候，透過多個月來緊

密的籌款和三月份教友大會的投票，頌主堂的教

友以信心和具體行動來回應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和

呼召，全體一致決定擴建我們的教堂，好讓更多

的人可以來到我們當中，聽聞福音，得著栽培，

參與團契生活和敬拜上帝。 

 
除了教堂建築物面積的擴大之外，各項事工的加

強和發展也是頌主堂得以擴展的關鍵。在這裡，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頌主堂在以下六大方面的一

些事工重點： 

 
1）培育 

 我們為處在不同信仰階段的人提供不同的

栽培，幫助他們成長。例如，我們的福音信仰班

是為慕道者而設的，而我們的成長課程就是為了

信仰處於初的人而設的。當然，我們也會為想更

深入地查考經文和恆常禱告的人而開的查經禱告

會。 

2）小組 

 小組將會被建立成為我們牧養的主要平

台。 因此，新成立的「小組事工部」將會在定期

內舉辦小組領袖交流培訓會，以此來支持小組領

袖的工作。小組事工部也會與不同的小組和牧者

一起研發提升小組牧養和關顧的方案。 

3）關顧 

 我們關顧事工的重點是讓「新」朋友感受

到被歡迎；同時讓「舊」教友經歷持續的關顧。  

除了關顧部成員的以身作則去關顧人之外，我們

也會舉辦不同的講座和其他的事工，來讓整個教

會的成員參與關顧，一起建立一個充滿愛的教

會。 

4）聯誼 

 「聯誼部」的使命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活動

來使頌主堂更有凝聚感，更有活力和更有吸引

力。 「聯誼部」將會舉辦適合不同時節的活動供

人的參與，以此幫助到我們教會當中的人可以有

更多互動和建立友誼的機會。  例如，在父親節

裡， 我們會有戶外燒烤；而在暑假期間，我們也

會有向社區開放的「家庭同樂日」。   

5）崇拜 

充滿禮儀和神學意義的崇拜是聖公宗的傳統和特

徵。 在不同的節期裡，我們繼續以顏色、佈置、

詩歌、禮儀動作和講道來讓會眾在敬拜中有更豐

富的經歷和表達。 

 
6）傳道外展 

 頌主堂非常著重「將福音信仰帶進社區，

將社區的人帶進教會」。為了建立這樣的橋樑，

我們必需認識和服務社區中人的需要。舉個例，

我們將會在夏天舉辦與婚姻和家庭有關的講座和

互助小組來幫助社區中的人有更美滿的婚姻關係

和家庭生活。 

在這裡，因為篇幅有限，我們只能分享以上這些

事工和重點。如果你不能親身來參與和體驗我們

的事工的話，就請你在禱告和其它方面繼續地與

我們同行同工。願上帝賜福給你！也盼望在不久

的將來，我們又可與你分享上帝在我們當中所作

美好的事！ 

 

莫雨晴傳道 

 

致謝及溫馨提示 

謹代表頌主堂同寅多謝主內兄姊對擴堂之捐獻及

代禱。更多謝多倫多教區之大力支持。 

我們已開始收集認捐之款項。如閣下採取自動轉

賬方式捐款，我們將於六月開始，根據閣下之指

示轉賬。如閣下採取以支票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St. Elizabeth's Anglican Church (Building Fund)。 請

將支票寄交本堂：St. Elizabeth's Anglican Church, 

1051 Eglinton Avenue West, Mississauga, Ontario 

L5V 2W3, Canada   

如有垂詢, 請電 (905) 812-2938 莫傳道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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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頌主堂 
1051 Eglinton Ave. West, Mississauga, ON, Canada  L5V 2W3 

電話： (905) 812-2938 傳真：  (905) 812-2939 

電郵： info@stechurch.com 網址：www.stechurch.com 

署理主任牧師： 利珍理法政牧師 

主理傳道：  莫雨晴傳道 

堂長：   吳志剛，盧永信 

認捐表：頌主堂擴堂聖工 2014  

在誠懇禱告後，我(們)願意作出以下的奉獻，為頌主堂 2014 擴堂工程付出一分力量。樣頌主堂能籌需

籌募之款項 780,000 元。我們理解，如果認捐總額達到擴堂工程所需要籌募款項，我們認捐的款項可由 

2014 年 6 月開始最多分五至六年捐出。 
 

認捐者芳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州：_________________ 國： ________________  郵政編碼：___________________ 
 

認捐方法： 
  現金捐獻   $ _________________ 

  認捐項目(請從以下的項目揀選)   
註： 1. 為鳴謝認捐房間項目[即下列 (A) 項]之人士，本堂將於該房間或地方放置一塊 4吋 x6吋之鳴謝牌匾，牌匾內容

需經頌主堂同意，但本堂不會用捐獻人士指定名字為房間或地方命名。如同一房間或地方有多於一位捐獻人士認

捐，將採先到先得方法；但如捐獻者同意，頌主堂可接納多於一位捐獻者為同一地方之捐款。 

 2. 為鳴謝捐獻現金及認捐物品 [即下列 (B) 項] 之人士，捐獻芳名將誌於教堂一鳴謝牌匾上。 

 3.  如閣下採取以支票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St. Elizabeth's Anglican Church (Building Fund)。 請將支票寄交本堂：St. 

Elizabeth's Anglican Church, 1051 Eglinton Avenue West, Mississauga, Ontario L5V 2W3, Canada 
 

(A) 認捐房間 單位認捐銀碼  認捐銀碼 
崇拜聖堂 $300,000   =  $ __________  

前庭 $200,000  =  $ __________  

小聖堂 $100,000  =  $ __________  

廚房 $50,000   =  $ __________  

後花園 $40,000  =  $ __________  

主日學課室 (#1 #2 #3 #4) $30,000 (每間)  =  $ __________  

幼兒室 $30,000   =  $__________ 

戶外休憩處 $20,000  =  $ __________  

(B) 認捐物品 單位認捐銀碼 單位數量 認捐銀碼  
樹 $1,000 (每棵) x ________  =  $ __________  

磚 $500 (每塊磚) x ________  =  $ __________  

座椅 $200 (每張椅) x ________  =  $ __________  

   認捐總額：$ 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一次過金額： 

$ _________________ 

分期付款方式： 

每月付交：  共分________ 個月； 每月 $_________  

每季付交：  共分________季； 每季 $_________ 

每年付交：  共分________年； 每年 $_________ 
 

願上帝悅納我 (我們) 的禱告及捐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 林後 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