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音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1 月 14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马超传道证道，愿父神亲自赐福并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2. 欢迎首次来本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愿父神赐福与您及您的家
人，并请填写『来宾卡』，以便保持联络。

3. 2018 年教会主题:装备信徒,建立小组,活出盼望：事工重点 -

建立；请按照恩雨堂挂历读经表读经，好好建立自己、家庭、小

组、教会。为各牧养小组 2018 年目标代祷：组员至少每年参加

一次祷告会和一次访宣，在组内至少带领一位慕道友信主。

4. 请积极参加教会每周四晚 7:30PM 的守望祷告会和周日祷告会

(家事分享之后在青少年主日学房间举行)，代祷事项请参阅【守

望祷告周报】。

5. 为 1月 27 日 9:30-11:30 長執會 (現任長執) 讨论 2018 年教会

方向、各部门预算、事工计划，11:30-12:00 组长团契 (所有長

執同工、组长)，12:00-13:00 同工會 (午餐) 分享小组动态代

祷。为耿丽姐妹和刘永江弟兄正在接受组长培训代祷。

6. 为方牧师今天 1 月 14 日到恩福堂分享魁北克市植堂异象代祷。

7. 为华联会(CCACA)副总干事余东海牧师 (负责植堂) 筹备魁北克
宣道会荣光堂植堂代祷，余牧师 2月 18 日来恩雨堂为大家贺年，
并且传递植堂（荣光堂）進展信息；方牧师将来成为荣光堂牧师。

8. 方牧师 1 月 20 日到魁北克市帶領崇拜，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9. 隔周六下午 5 - 6:30 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敬拜、唱诗、查经、
分享、祷告)，12 月 30 日有 11 人出席，包括 5位青少年，下一
次在 1 月 27 日 5 - 6:30pm 在在教堂举行，请准时参加并代祷。

10. 为 2018 年长老提名委员会委员方向群牧师，张晓春长老，谭宇
松长老，赵倩姊妹和林关青弟兄代祷，在新的一年提名长老候选
人，交给会员大会选出新的长老。

11. 请为方牧师和三位长老组成的聘牧小组寻找未来牧者恳切代祷。

12. 请弟兄姐妹按照挂历的读经进度及成人主日学的导引，一年读一
遍圣经。

13. 岁首，请地址/电话有更改者将有关信息通知财务和资讯组。请
留意副堂公告栏奉献汇总表，以便心中有数，满足自己的奉献意
愿，作个乐于奉献的人。

14. 冬天下雪路滑，请大家提前出门，小心驾驶。请带干净鞋到教会
更换，保持大堂清洁。请司事在教会大堂、副堂进门处摆放拖把，
清洁鞋底。

图书室讯息

《十袋米》

丁桂贞 Dale, Penelope/C DA SDM

在动荡不安的 1949 年，一对年轻的英国宣教士

夫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以医疗专业人士的身分来

到四川北碚镇宣教与工作；而镇长提供的每月薪水正

是──十袋米。他们原本计划在那里待上七年。但神

却带领他们一路从四川到香港，再到台湾，建立了三

C营会、基督教诊所与各样事工。最后，他们再次踏

上那条前往中国的福音之路。直到如今，两岸三地的

华人仍深深受益于丁医生与丁师母所摆上的一切。

四十余年之久，他们默默地付出，活出明朗、率真和信实，包括了日常

生活的微小细节，在每天实际的层面与主同行，并有亲密的相通，藉着

神的引导和眷顾行奇事，他们用神所赐的专业去到圣灵感动之处，将福

音给需要的人。为中国献上的生命事奉令人感动。

本书见证了神用带职宣教行祂奇妙圣工，当面临抉择，唯有单单的

仰望主，祂必亲自引领你的路。神是可信的，只要你愿意并清楚是出于

神，且委身，神在你身上要成就那又大又难的事。

 图书室开放时间 :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

祂免去神的忿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

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罗马书 5:8-10)

上周 奉献/聚会 纪录

常费 730 宣教 200 感恩 1000 合计 193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 成人 81 儿童/少年 36 共计 127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0

心得·建议·代祷

(如有建议或特别代祷事项,请您写下交给司事同工)

 虔 卑 敬 拜 

宣召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诗篇 67:1-3）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宝贵十架；我宁愿有耶稣（361）

主是我万有（387）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诗篇1 会众

证道 有福的人生 马超传道

回应诗歌 有福的人 会众

 奉 献 回 应 

奉献 历代志上廿九章：11、13 节 会众

 关 怀 相 交 

宣告 主祷文 会众

颂赞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马超传道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事 奉 团 队 

讲员 马超传道下周 方向群牧师

司会 徐永忠弟兄下周 吕强弟兄

司事 林关青/黄广海下周 戴小牛/傅春燕

新人接待 伍德力/赵倩下周 梁帜/李舒平

领诗 王长发/吕强/隋洁下周 胡海涛/董波

司琴 李春晖姊妹下周 李春晖姊妹

餐勤 董波/张雪薇下周 王静/谢文清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王静/宋秋香/林瑞芳/林玮

方师母

宣教分享（信实小组）

下周

方师母/吴惠钦隋洁/侯沛然

徐永忠弟兄

哥林多后书导论

http://www.fungclass.net/S_paul/22/


讲道大纲
1. 分别为圣的生命（1-2 节）

2. 被神培植的生命（2-3 节）

3. 存到永远的福乐（4-6 节）

《荒漠甘泉》11 月 17 日

「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

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么？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

的给他们伸冤了」。 （路加福音十八章 6、8 节）

神的时候不能听你指挥的。如果第一击不能叫燧石发出火来，

你就当再击一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指定的时

候答应我们的； 我们寻找祂，祂必向我们显现，不过不一定照我们

所希望、所定规的时间和地点的。

在燧石时代，我们要想取得一火，必须一击再击，击数十次，

才能得到；只要能得到的话，就已经满心感激了。

对于属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坚忍呢？属天的事情比

击石取火更有成功的把握，因为我们后面站着神的应许。

信徒啊，不要绝望！神赐怜悯的时候快到了。你当用不移的信

心呼求；不要因为王的耽搁停止呼吁。再击一次燧石吧！这一次你

就会得到 了。 ── 司布真（C. H. Spurgeon）

我不相信在神国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事情：用正当的灵所献上的

正当的祷告永远不得着答应。 ── 克勒（Theodore L. Cuyler）

《荒漠甘泉》11 月 18 日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路加福音七章 23 节）有时

候，「不因主跌倒」，的确是一件很难作到的事情。

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环境方面的事情── 当我们渴望为主作

工的时候，却被囚在一个极狭窄的地方、一间病室里、一个不顺遂

的地位上。但是，无论如何，主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所在的环境，

都是主亲手替我们安排的。祂放我们在现在的地位上，是要加增我

们的信心，牵引我们更近主。

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思想方面的事情── 思想一直萦绕着许

多我们所不能解决的疑问、难题。我们原希望：当我们把自己交给

主的时候， 天色就会变蓝的；可是交托了以后，天空仍满布着烟雾、

黑云。让我们在这里相信：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以后，困难仍在

的话， 这定规是因为主要我们学习更深信祂的缘故。

叫我们跌倒的也许是属灵方面的事情── 我们曾以为在主的

拥抱中，不再会受到试探的狂风了；可是，不料试探的狂风却比以

前来得更猛。试探越加猛，主的恩典越加大。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

看我们一路所遭遇的试炼，我们就会大声歌咏赞美我们的向导了。

所以，不论前面将遭遇的是什么， 只要是主的旨意，我们都该欢迎。

但愿我们不再因我们的爱主跌倒！ －－司买莉（Alexander

Smellie）

《荒漠甘泉》11 月 19 日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诗篇七

十一篇 20 节）

神是叫我们经历急难的。有时，祂叫我们进入「地的深处」（以

赛亚书四十四章 23 节），行走隐密的道路，埋在死人中间； 虽然

这样，神和我们中间的交通和联合是没有一刻间断的。神既叫我们

进入「深处」，也必从「深处」带领我们出来。

信徒啊，你不要对神怀疑！你不要说神已经弃绝你，忘记你了。

你不要想祂不和你表同情。白日无论如何长，总要完结的。冬雪无

论如何厚， 总要融化的。

你当站住；你的工作不是徒然的。神必安慰你。那时，你就要

高唱凯歌了。

《荒漠甘泉》11 月 20 日

「等到….的，那人便为有福。」（但以理书十二章 12 节）

「等候」这件事，看看似乎顶容易，可是学学总要花几年。「开

步走」、「跑步」，比「立正」容易得多。

许多时候，我们顶愿意、顶渴望事奉神，但是不知道怎样着手。

那么，怎么样呢？就此绝望、烦恼么？就此胆怯，退后么？就此惧

怕、停住么？还是擅自前冲呢？不，都不；只要等候。

用祷告等候、呼求神，把事情展在祂面前；把你的难处告诉祂，

向祂求应许。

用信心等候。向祂表白你对于祂不移的信任。你要相信：就是

祂叫你等到夜半，祂也必按时来临。

用忍耐等候。不要发怨言，像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一样。用

简单的心完全接受凡临到你身上的一切，把它们放在神的手里，说：

「现在，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不知道

该怎样作；我的心非常痛苦；但是我们愿意等候你来叫水分开， 使

敌溃退。我愿意等候，就是你叫我等候多日，我也愿意；因为我的

心单仰望你，哦，神啊，我深信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避

难所、我的坚固台。」 －－译自每晨必读（Morning by morning）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复习本周圣经故事，说出希西家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2，诗歌欢唱：唱本周诗歌【祷告】，说说看，自己会跟神祈求什么？

3，金句时光：将本周金句背熟，说出一个属神的人，神要我们怎么

做？

4，优点轰炸：每人发一张纸，想一想家人的优点有哪些？写在纸上

送给他。。

5，精心时刻：本周内找个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打扫礼拜堂。让孩子

体验一下当时希西家王带百姓所做的事。

6，感恩列车：本周为自己国家的总理、政府官员感恩祷告，求神使

用他们。

7，祝福祷告: 家人轮流分享需要代祷和祈求神赐福的事项，彼此

祝福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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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中请关闭或灭响手机 谢谢您的理解和合作 

 本堂长期异象:效法基督,与神同行 

 2018 年度主题:装备信徒,建立小组,活出盼望 

 2018 年度事工重点 - 建立 

 本周经文 
诗篇1

 本周金句 
书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