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2 月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杨程皓传道证道，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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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好好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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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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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共有 7 人参加崇拜培训，从 3 月 4日开始，当司会宣召时全体
会众起立。本月福音主日（今天）由复兴小组作宣教分享。

6. 满地可中信中心筹办的“良人与我”单身基督徒联谊晚会，因报名

性别比例失衡暂时取消。若有新进展会通知大家。

7. 2 月 18 日崇拜结束后有一家一菜，庆祝农历新春爱筵聚餐。请广
邀亲朋好友参加。

2月 18 日 2：30 PM 华联会(CCACA)副总干事余东海牧师与长执同
工在图书馆分享魁北克植堂需要，请代祷。2月 18 日 3：0 PM 长
执会在图书馆举行，讨论和落实本地宣教计划，请代祷。

8. 为了魁北克植堂进程，2 月 15-17 日方牧师前往魁北克，请代祷。
方牧师 2月 25 日早上 9 时 30 分在满地可华人浸信会，下午 2时
30分在主恩堂讲道，请代祷。方牧师 2月 21-28 日晚上(周六日间)
参加在城西华人浸信会举行的建道神学院宣教课程，请代祷。

9. 加拿大华神课程【清教徒与当代华人教会】3 月 13-19 日（周二至
一，含延伸制和硕士班)将在恩雨堂举行，讲员是曾劭恺博士。3
月 17（六）晚 7：30 有公开讲座【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有意
者请尽快向林关青弟兄报名。

10. 请弟兄姊妹参加 3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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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2月 10 日有 10人出席，包括 5位
青少年，下一次 2 月 24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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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基本会员名单（基于去年会员大会）公布在周报另背面，请大
家留意，尚未登记的请找吕强弟兄。

13. 请为方牧师和三位长老组成的聘牧小组恳切代祷。

14. 崇拜结束后有诗班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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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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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92 宣教 40 建堂 20 合计 1065.92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 成人 62 儿童/少年 26 共计 88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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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 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

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

上。 申命记 6:4-9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那双看不见的手；天父必看顾你（52）；都归耶稣（460）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创14：17-24 会众

证道 在财物中蒙福的法则 杨程皓传道

回应诗歌 主是我万有（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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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群牧师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事 奉 团 队 

讲员 杨程皓传道下周 余东海牧师

司会 张晓春长老下周 徐永忠

司事 霍敬东/赵倩下周 林关青/张蔚

新人接待 伍德力/赵倩下周 林关青/刘卓

领诗 董波/胡海涛下周 范天辉/王长发

司琴 朱沁怡下周 李春晖

餐勤 吴惠钦/张雪薇下周 春节爱宴一家一菜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朱玢/刘芳晓/刘卓/刘伟豪

林关青

复兴小组宣教分享

下周

王静/刘伟杰/李义赐/林玮

方师母

农历新春聚餐



恩雨堂 2017 基本会员名单 （101 人）
（按照姓名拼音排序，如有疑问/错漏，请向伍德力、吕强反映）

C: 陈钰琳、陈海清、陈诗元、陈怡君、陈小勇、程定远、陈红、

崔谦；

D：邓宽玉、刁雪洁、丁鸿钊、董波；

F：范天辉、冯丽诗、范英雪、方向群、方张月彩；

G: 耿世臣、耿丽；

H：海亮、韩炳炎、何学英、胡海涛、黄晋、黄春生、

黄广海、霍敬东、黄萍；

K: 柯月美；

L: 李义赐、李林立、李义召、李玉莲、李树荣、李春晖、李立、

李琼新、梁帜、李舒平、廖晓红、林瑞芳、林关青、林玮、刘家

培、刘芳晓、刘卓、刘永江、吕强、刘代同、刘伟豪、刘伟杰、

李振书；

M: 梅芳竹；

O: 欧阳霆锋；

P: 钱卫萍；

S: 邵煜茜、沈玉娟、宋秋香、隋杰；

T: 谭宇松、唐丽萍；

W: 王军辉、王红春、王静、王长发、王旭华、王国才、王铁军，

魏倩、吴惠钦、伍德力、王俊华；

X: 谢文清、谢晓伟、谢丁、熊瑛、徐金花、徐永忠、许雁珠；

Y: 杨沛、杨毅思、叶美华、于立红、袁丽；

Z: 张俭、张晓春、张克新、张雪薇、张菁、张蔚、张国红、赵倩、

周桂真、周静、周敏琪、朱玢、朱沁怡、赵美云、赵华、朱瑞婷。

为 2018 年恩雨堂会员大会做预备，成立以下小组（欢迎大家参与）：

1，恩雨堂教会管理规则修订小组：根据 2017 版宣道会章程修订完

善教会管理规则，经会员大会批准后报备宣道会。组长：谭宇松长

老。

2，恩雨堂 2017 年度会员认定小组，对会员进行认定、增减。组长：

王国才长老。

【宣道会恩雨堂教会管理规则】会员相关条款

3.1.1 基本会员

3.1.1.1 年满十六岁以上(含十六岁)，在本教会受洗的信徒，可成

为基本会员。

3.1.1.2 非在本教会受洗之基督徒，至少固定参加本教会主日聚会

三个月以上，已向本教会申请入会，必须完成长议会指定的「会籍

班」，经由至少一位长老和牧者(或牧者所指定之代表)面谈决定接

纳，并须经长议会半数以上长老同意后，可加入本教会为基本会员。

生效日期以长议会通过日期为准。

3.1.2 名誉会员：凡在本教会服事过的牧者及凡本教会会员因委身

全时间事奉主而离开本教会者，可经长议会委任为名誉会员。

3.1.3 友谊会员：凡本会会员连续缺席本教会崇拜聚会达六个月或

以上而没有合理之解释者，或无法参加教会活动达六个月者，则将

自动转为友谊会员。友谊会员经过申请并由长议会通过接纳者，可

恢复基本会员身分。

3.1.4 青少年会员：凡在本教会受洗未满16 岁者得成青少年会员，

待满16 岁后，可成为基本会员。

3.1.5 名誉会员、友谊会员及青少年会员均可享有与基本会员同等

之义务及权利，但不能参加投票及担当任何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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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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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雨堂办公室/EnYu Office: :(438)238-6188

牧师/ Rev.方向群/Daniel Fong :(438)825-5133

长老/Elder 王国才/GUOCAI WANG :(514)430-4228

张晓春/XIAOCHUN ZHANG :(514)941-8868

谭宇松/YUSONG TAN :(514)802-0686

顾问/Consultant：成辉营牧师 :(514)849-0466

Rev. PHILIP CHERNG

网址及电邮: www.enyualliance.org，info@enyualliance.org

恩雨堂地址: 1650 Decelles, St-Laurent, QC H4L 2E6

(Cote-Vertu 地铁站)

主日崇拜中请关闭或灭响手机 谢谢您的理解和合作 

 本周经文 
创14：17-24

 本周金句 
申 8：18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 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

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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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