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主題：全然愛神‧正確愛己‧慈憐愛人 
Loving God Completely, Ourselves Correctly, and Others Compassionately 

主題經文 : 《彼得前書》三章8節 
 

 

 
主日崇拜程序   2021年1月3日下午2:30 

序樂 

宣召                      主席 

禱告                                                主席 

讀經 《申命記》十一章10-25節           會眾 

 《詩篇》一百卅七篇1-9節  

唱詩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會眾    

 【神的路最美善】                    

 【祢知道我愛祢】                    

聖餐  教牧 

講道 【愛神的指標】 甘志聰牧師  

           《詩篇》一百卅七篇1-9節 

奉獻      會眾  

頌榮 【三一頌】 會眾 

報告   遲林長老 

牧禱 【牧者心聲】 教牧 

祝禱  教牧 

殿樂 【阿們頌】 會眾 

       彼此問安       全體會友 

※請以實體崇拜的儀態及心態參與線上崇拜；聚會中保持安靜，不受家務干擾分心。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本週金句：「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說：

『主啊，是的，祢知道我愛祢。』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約

廿一15)。 

 

※家事報告 

1. 在線上聚會期間，請將奉獻在預約時間投入置於甘牧師家中上鎖的奉獻箱(需要奉獻封

者請向甘牧師索取)，或透過網路 Interac E-Transfer ((銀行會要求你設定一個問題，完成

後，你的預設答案請用小寫的教會英文名縮寫 “sscac2020”) 

donation@southshorecac.org；提醒大家要在 Message 欄裡請詳細註明報稅姓名和地址並

用途(如常費及宣教、建堂、教牧基金、還是其他)。若是從未提供過報稅姓名和地址

者，或是資料有更改的人，請詳細註明報稅姓名和地址。 

2. 感謝主！Rev. Ryan Lee 從今年開始加入我們的教牧團隊、成為教會半職英文堂牧師；請

為此感恩並代禱。 

3. 感謝主，2021 年教會各部門長老及委任執事如下： 

長老 部門 執事 

李毅 
關顧團契部 陳愛珍、譚李潔貞 

宣教部 谷祝娜 

林恩泉 

崇拜部 李德成 

行政部 邵凌洲 

財政部 呂家濤 

遲林 

基教部 陳尚林 

家庭部 涂正剛 

兒童部 林紅 

Michael Chan Tim Hing 

陶耀駿(Eugene To) 
英文部  

4. 長議會接納邱楊姐妹申請加入滿恩堂成為會友；感謝神，歡迎姐妹一齊事奉敬拜，同心

建造。 

5. 廿一屆宣教年會《宣教沒有藉口》目前收到的信心認獻卡 25 份，共計$17,830，距離 

2021 年宣教預算尚差$12,170，請弟兄姐妹繼續認獻；請將填好的認獻卡拍照後傳送給

牧師，或將其與奉獻封一併投入奉獻箱。若需要認獻卡，請向牧師索取。 

6. 教會將於 1 月 16 日起推動『男人的天空』研討小組，歡迎有志參加的弟兄們報名參

加。詳情請見附錄。 

7. 教會開辦的新生命課程，歡迎對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興趣的慕道朋友們參加。詳情請

諮詢甘牧師或吳牧師。 

 



 

※其他教會及福音機構消息 

1. 加拿大華福將於 1 月 9 日 (週六) 晚上 8:00 舉辦 『宣道與殉道』線上講座，講員是戴繼

宗牧師。報名: cccowe.ca/htlccm2021/ 

※感恩/代禱事項 

1. 教會祈禱會改成線上進行 (Zoom ID: 594210176)，時間仍是每週二晚上 8:00。此外，教

會每週一至週六早上 7:30-9:00 有線上晨禱室(Zoom ID:558497256)，歡迎弟兄姐妹參

加。 

2. 請繼續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守望禱告，懇求神的醫治、賜下平安，憐憫保守各地

疫情得以止息。 

3. 請為在疫情中經歷病痛、失去親人、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們禱告！求神堅固他們的信

心、全然地保守與看顧他們的需要。 

4. 請為身體軟弱的肢體代禱：李劉慧芬的父親劉咀樂，趙偉峰的父親，甘盛，呂曼青的母

親郭秀連，李欣遠的父親，張躍鋼的母親王綺彬，高琳的母親 丁秀珍，周麗蔷的母親，

唐莫可如，遲林的父親遲仁義，陳世群，胡志華的父親胡吉，余敦平師母的父母，      

李慧，涂正剛的母親，王力一的丈夫張平，陳岑燕萍，梁沈鳳儀，劉偉心的母親，      

陳月華，鄧沃明的母親黃彩英，邱楊的外祖母，黃爾迪和牛曉煒夫婦，張燕的母親      

余鳳蓮，李慧的妹妹李冰。 

5. 請為外出探親、遠行、工作的代禱：林恩泉，黃鄒錦笑，高志鴻夫婦。 

6. 歡迎弟兄姐妹在週報內刊出感恩及代禱事項，如身體健康求神保守醫治，外出旅遊或探

親求主賜平安等等；請親自與關顧部李毅長老，或陳愛珍、譚李潔真執事聯絡。 

※團契/小組消息 

1. 鼓勵弟兄姐妹在這疫情期間多多利用線上交流的方式聚會，在主裡相互勉勵、彼此關

心、禱告、扶持和建立。 

2. 鼓勵弟兄姐妹們在這艱難的時期，更加與主親近，並且利用這難得的時間與家人一同敬

拜、一同禱告、讀經和舉行家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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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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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費+宣教 建堂 教牧 合共總數 

每週預算 3,807.69 576.92 384.62 4,769.23 

上週獻金 15,035.00 11,730.00 5,800.00 32,565.00 

差額 11,227.31 11,153.08 5,415.38 27,795.77 

全年預算 198,000.00 30,000.00 20,000.00 248,000.00 

全年獻金 195,171.57 19,626.00 24,581.00 243,378.87 

差額 (2,828.43) (10,374.00) 8,581.00 (4,621.43) 



 
 

※線上崇拜事奉安排表 

主日 

事奉 

一月三日 

新年聖餐主日 
一月十日 一月十七日 

講員 甘志聰牧師 吳家興牧師 吳家興牧師 

主席 高平 宣愛軍 陶偉基 

領詩 譚朱秀瓊 張衛慈 滕林波 

翻譯 涂正剛 陶董惠玲 謝淑珊 
※願父神賜福您的事奉及擺上，使多人得到祝福。 
  

教會每週線上聚會及出席一覽表   

聚會類別 聚會時間 Zoom ID 出席 

主日崇拜(國/粤) 

週日 

2:30PM 282 477 845 >94 

主日崇拜(英語) 10:00AM 808 630 544  

主日學(成人) 10:00AM 503 527 344  

兒童崇拜 1:30PM 232 931 381 27 

小組查經(廣東話) 週一 10:00AM 533 697 929 27 

教會祈禱會 
週二 

8:00PM 594 210 176 >21 

香柏團(普通話) 10:00AM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三 1:30PM 125 713 999  

小組查經(普通話) 

週五 

8:00PM 906 497 264  

福樂團(樂齡) 10:00AM   

頌恩團(廣東話) 8:00PM 721 697 600  

TnT 真理騎兵團(社青)(英語) 

週六 

10:00AM 838 974 220 
 

Josiah 青少年團契(大專)(英語) 

7:30PM 810 689 186 

 
Joseph 少年團契(中三～五)(英語)  

Nehemiah 少年團契(中一～二)(英語)  

利百加婦女團契(廣東話) 2:00PM 240 161 367  

恩雨團(普通話)  7:30PM 996 8383 2858  

晨禱室(除主日外) 週間 7:30AM 558 497 256  



《男人的天空》研討小組推介  

感謝神一直眷顧滿恩堂，他也把興起弟兄事工的感動放在我們的心中。求神保守、祝福我們的男人事

工。也藉著弟兄們的復興，讓整個教會和各個家庭多得從主而來的恩典。 

我們盼望通過這個小組： 

1. 為弟兄們建立一個坦誠交通的場合，並由此緊密彼此之間的關係，加深相互信任和扶持； 

2. 研討《男人的天空》系列講座，分享心得，讓弟兄們更清楚神對男人的旨意，男人該負擔的責任，

幫助弟兄們在侍奉、家庭和職場等各方面活出神喜悅的樣式； 

3. 讓弟兄們更加同心合意為主擺上，在主內同工，為教會更多的服侍。 

 

《男人的天空》系列講座簡介： 

我們採用了由Rev Dr Robert M. Lewis 所錄制的Men’s Fraternity* Authentic Manhood系列講座（配有講義和

問題討論）作為我們研討的內容。涉及男人在生存、生活、生命上的體驗，在成長、成熟、成聖上的經

歷，主題包括原生家庭、婚姻、子女教育、職場、理財和屬靈覺醒等。該講座已經配有中英文字幕，並

經加拿大家庭更新協會授權我們使用。講座內容詳情請諮詢李毅長老。 

 

《男人的天空》研討的安排： 

講座共分三期，其中第一期24講，分廿四週進行。 

時間：2021年1月16日開始，每個週六早7:00-9:00； 

聚會方式：在線，使用ZOOM會議進行，待疫情好轉以後，每個月在教會進行一次早餐會； 

對象：所有弟兄； 

聚會形式：禱告開始（5分鐘）——詩歌敬拜（5分鐘）——經文分享（5分鐘）——觀看講座錄像（45分

鐘）——分組討論（國、粵語分開，45分鐘）——集體總結（10分鐘）——禱告結束（5分鐘） 

註：分組討論的時候每組4人，由指定的組長帶領，組員盡可能固定。 

※希冀和要求： 

1. 請弟兄們與家人禱告求神祝福，並協商安排好研討期間的家裡的各項事宜； 

2. 請參與的弟兄敞開心扉，積極分享和交通； 

3. 分組討論的內容要嚴格保密，不要對任何非本組成員提及； 

4. 因為版權關係，請不要把講座的錄像和講義分享給其他人； 

5. 要盡量保證參與每一次的研討活動； 

6. 作為弟兄們個誠交通的場合，我們不要爭執講座內容的對錯，請弟兄們彼此鼓勵和包容，以謙卑受

教的心從別人的分享中得著神的祝福。 

費用：每人每期40元。以上費用用於早餐、可能的雜費支出、每期結束時會安排弟兄和家人的聚餐，如

有結餘可以奉獻給其他福音機構。每期結束後，會向大家公開支出詳情。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1月10日 

如您有感動要參加，請與李毅或遲林長老聯繫。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