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福 音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1 月 28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宣召

虔 卑 敬 拜 

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称谢你的名，
因为你以信实真诚做成了奇妙的事，
就是你远古以前所计划的事。
以赛亚书 25:1

司会

主在圣殿中

众立

同唱

诗歌
祷告

赞 美 敬 拜 

古旧十架（120）；微声盼望（175）；
耶稣我来（207）
为崇拜祷告


读经

赛42：1-9，16

会众

证道

拯救、释放的主

方向群牧师

回应诗歌

奇异恩典（185）

会众


奉献

奉 献 回 应 

历代志上廿九章：11、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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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好好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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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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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

颂赞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请参与主日崇拜事奉的所有同工及有意服事的弟兄姐妹参加 2
月 10 日上午 10-12 时的崇拜培训，地点在副堂。请为此代祷。

6.

7 月初方牧师与恩雨堂的服侍合约将到期。为支持魁北克植堂意
象，让方牧师专注服侍，1 月 27 日的长执会一致通过：期满后
将不再续约。请大家恳切守望代祷。

7.

满地可中信中心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晚 7：30-9：30 主办“良
人与我”2018 单身基督徒联谊晚会。地点：The Lighthouse,2154
Rue Saint-Catherine Ouest（Near Metro:Atwater）,2 月 5
日前报名，每位$30.请向中心中心或者恩雨堂联络人谭宇松报
名。欢迎中信中心方琳姊妹来我堂介绍情况。

8.

为华联会(CCACA)副总干事余东海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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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信息；方牧师将来成为荣光堂牧师。

方向群牧师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事 奉 团 队 

讲员

方向群牧师 下周

张晓春长老

司会

谭宇松长老 下周

王国才长老

司事

林关青/刘卓 下周

李立/杨沛

徐永忠/叶美华 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领诗

王长发/隋洁 下周

张雪薇/李义赐

司琴

朱沁怡姊妹 下周

朱沁怡姊妹

餐勤

杨沛/林瑞芳 下周

林关青/张蔚

儿童主日学 周敏琪/刘伟杰/陈诗元/张俭
少年主日学
胡海涛弟兄 下周
成人主日学
服事中的艰难与神的恩赐

朱玢/方师母/吕强/侯恩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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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请弟兄姊妹参加三月三十日晚上，蒙特利尔市联合受难节晚会，
地点在城西华人浸信会，为方牧师准备信息代祷。

10. 隔周六下午 5 - 6:30 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1 月 27 日有 9
人出席，包括 2 位青少年，下一次在 2 月 10 日 5 - 6:30pm 在
在教堂举行，请准时参加并代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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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为方牧师和三位长老组成的聘牧小组恳切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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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5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 成人 70 儿童/少年 28 共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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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怀 相 交 
主祷文

新人接待

2.

会众

宣告

享 

感谢方向群牧师证道，愿父神亲自赐福并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会众



分

1.

4.

司会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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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室讯息
《天国的语言》
毕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Eugene,艾安玛莉
Ezzo, Anne Marie/G PE TGD
真正的人际沟通高手上场，耶稣教你明了说话和
祷告的诀窍，生命中从此再也不分你－我－祂。
人性化的故事，帮助我们成为局内人，故事使我
们接近现实的地面，留意周遭的声音，贴近静默；
不拘泥形，不抽象，没有「大堆头的」真理。祂
和天上的父交谈的语言，和大伙一起在餐桌上的
交谈，或是路上的谈话，一样都是在地的，当下
的，人性化的。
毕德生带我们一同跟随耶稣，听祂说故事，学习语言在创造／救恩故事
里的地位，让闲话家常和祷告并无二致，真切进入他人（the other）与
他者（the Other）的关系之中。

梁帜弟兄
在捐助中表明神的恩典



图书室开放时间 :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

講道大綱
1. 差派的神, vv.1-4
2. 成就的神, vv.5-7
(a)拯救的主
(b) 釋放的主
3. 宣告的神, vv.8-9

《荒漠甘泉》11 月 26 日
「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
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约
书亚记十五章 18、19 节）
押撒的地是「南地」 ── 一块在烈日之下非常炎热的地。他
父亲给了他水泉，从此山上有不竭的泉水流下来使全地凉爽、肥沃
了。
我们所在的环境，无论如何炎热、荒芜、艰难、痛苦、寂寞、
平庸，我们总能找到喜乐和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父亲已把活水的泉
源赐给我们了。
大卫在洗革拉的灰烬中，虽然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众人说，
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撒母耳记上三十章 6 节）。
哈巴谷虽然看见无花果树不发旺、田地不出粮食….他仍能唱
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三
章 18 节）
以赛亚在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时候，虽然似乎山都摇动到
海心了，他仍能用信心唱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
欢喜.. .. 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诗篇四十六篇 4、5 节）
许多殉道者在火焰中仍有喜乐；许多信徒在患难中仍有平安；
这是为什么缘故呢？乃是因为他们能和大卫一同唱说：「我的泉源
都在你里面。 」（诗篇八十七篇 7 节）。
啊！我们的父亲所赐给我们的水泉多么宝贵！ －－信宣
（A.B.Simpson）

《荒漠甘泉》11 月 27 日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何西阿书六章 6 节）
基督是一位施恩的主，祂是一位坐在施恩宝座上的主，祂不要
我们给什么，祂说；「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但是，可怜！可怜！今天有多少信徒，是在那里作法利赛人，
要给神什么。很少人愿意作那给神一个可怜他机会的税吏。实实在
在，当我们每次来到祂施恩宝座前时，我们有什么可给祂呢？带着
我们这一身荒凉、贫穷、可怜、不堪、软弱的情形， 来给神一个怜
悯我们、施恩惠给我们的机会。

真的，只有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飘荡在路
上的人，才得享受主的筵席。今日如果有什么人， 他不愿意作一个
「受」的人，他不愿意给神一个怜悯他的机会，他就是一个不认识
自己和不认识神恩典的人。请你再听：「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
－－愚

蒙特利尔华人宣道会【恩雨堂】
Ville St-Laurent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开堂日期：2004 年 8 月 15 日

《荒漠甘泉》11 月 28 日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
得进天国。」（马太福音十八章 3 节）
小孩子是世上最富依赖性的。他所有的接济，都在他父母的爱
中。他只会啼哭； 如果我们把他的话翻出来，就是说： 「妈妈呀，
洗净我，我不能洗净我自己。妈妈呀，给我衣服穿，我赤着身体，
不能自己穿衣服。妈妈呀，喂养我， 我不能喂养我自己。妈妈呀，
带领我，我不能走路。」
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站在无倚无靠的地位上来到耶稣的面前， 说：
「主耶稣阿，洗净我。」「  给我衣服穿。」「喂养我。」「拯
救我。主！不然，我灭亡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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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42：1-9

 本周金句 
赛 42：16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分享本周圣经故事，学习怎样结出圣灵的果子。
2，诗歌欢唱：全家一起复习学过的诗歌【爱的真谛】。
3，金句时光：将本周的金句【加拉太书 5：22】背熟，学习在爱中
互相包容、忍耐。
4，优点轰炸：请找出家人中谁结的圣灵果子最多，给予小小奖励。
5，精心时刻：请家人彼此分享，我们要怎样做到在爱中恒久忍耐？
6，感恩列车：请分享在家，在教会给你带来好榜样的人，学习他们
在主爱中恒久忍耐的好品格。
7，祝福祷告:
分享需要代祷和祈求神祝福的事项，彼此代祷。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
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行，
并不离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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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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