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家

2018 年 3 月 25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宣召
同唱

虔 卑 敬 拜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祂草场的羊，是祂手下的
众立
民。惟愿你们今天听祂的话。
（诗篇 95：6-7）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诗歌
祷告

赞 美 敬 拜 

和散那；你是荣耀的君王；
赞美救主（80）
为崇拜祷告


太21：1-11

证道

看啊，你的王

奉献

会众
马超传道
会众

奉 献 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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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传道 下周

方向群牧师

司会

谭宇松 下周

王国才

司事

林关青/刘卓 下周
伍德力/赵倩 下周

戴小牛/傅春燕
梁帜/叶美华

领诗

张雪薇/李义赐 下周

王长发/海涛/沁怡/雪薇

司琴

李春晖 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餐勤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王静/谢文清 下周
王静/吴惠钦/刘卓/侯沛然

梁帜 下周
2018 会员大会

3.

复活节
刘芳晓/宋秋香/陈诗元/张俭

徐永忠
复活节肯谈会

分

享 

感谢马超传道证道，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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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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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结束后将召开 2018 年度会员大会。 请会员预留时间参加，并请
恳切代祷。

6.

请弟兄姊妹参加 3 月 30 日晚上 7 时，蒙特利尔市联合受难节崇拜，地
点在城西华人浸信会。
下周崇拜结束后有“主、教会与我”复活节肯谈会，请预备并代祷。

7.

主，我愿像你((391)


司会



读经
回应诗歌

会众

1.
2.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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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95

宣教 40

建堂 20

合计 1721.95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 成人 69 儿童/少年 30 共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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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为方牧师准备信息代祷：3 月 25 日满地可华人浸信会 (爱：最大的恩
赐)，3 月 30 日蒙特利尔市联合受难节崇拜 (只是为了我们)，3 月 31
日 Quebec City 和 4 月 1 日恩雨堂(看见神的荣耀)。
9.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3 月 24 日有 7 人出席，包括 2 位青少
年，下一次 4 月 7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10. 2018 中信中心俄巴底禁食祷告行动已于 2 月 21 日如火开始将于 4 月 1
日结束，教会鼓励邀请弟兄姊妹积极参与这 40 日的祷告生活。并在读
经、代祷、默想和安静中寻求神的旨意与指引。
11. 为庆祝满地可中信中心 15 周年，4 月 13 日(五)晚上 7 时于宣道会恩典
堂举行国语专题分享：「带着恩赐服侍社区」。4 月 14 日(六)分别于
下午 2 时在城西华人浸信会举行粤语专题分享：
「带着关爱祝福家庭」；
以及于晚上 7 时在宣道会母堂举行「远景近邻一一承传使命，走入人
群」之培灵会。讲员陈明斌牧师（前美国中信干事）。所有聚会均设
儿童活动。 详细内容， 请参阅海报。 敬请踊跃参与。

图书室讯息
《牧养是场冒险:灵性关顾 12 讲》
潘霍华 Bonhoeffer, Dietrich / G BO MYS

12. 由家新协会主办的渥太华/满地可“恩爱夫妇营”将于 4 月 27 日-29
日在 CORNWALL 市的 RAMADA INN 举行，历年来这个营会使很多家庭得
帮助，其中包括恩典堂两代牧者的家庭。欢迎弟兄姊妹或朋友有兴趣
报名参加的。要了解详情，或有需要在小组或团契做宣传，可以联系
郭立国夫妇 450-465-0088。

潘霍华透过《牧养是场冒险》一书，为我们找
到那个「最有力」的牧养道路。牧养工作必须
倚靠上帝的工作，重点不是关顾者的技巧，而
是上帝的行动。我们是否已经遗忘要将手上的
工具放下，让上帝亲自工作、使被关顾者亲自
面对上帝呢？牧养是场冒险，挑战我们从关顾
技巧而来的安全感，使我们愿意为爱，重拾上
帝的话语来开展牧养的工作，使软弱、受压迫、
刚硬的人重新寻见上帝。

13. 洪予健牧师 2018-5-10 至 2018-5-13 蒙特利尔培灵布道会，请弟兄姊
妹积极参与事工并邀请慕道友参加布道会。
总题目：归回天上的家园 ！大会主题歌：深知所信。
5 月 10 日周四晚 7:30 恩雨堂培灵会 ：分别为圣，与主同行；
5 月 11 日周五晚 7:30 恩典堂培灵会：与主相连，同被建造；
5 月 12 日周六晚 7:00 恩雨堂布道会：人生由何而来 ？
5 月 13 日周日下午 2:00 主恩堂主日敬拜布道：人生当归何处 ？
14. 恩福堂与本堂将于暑期(8/24~8/26)合办青少年退修会，因需要统计人
数以利筹备工作进行，有意愿及能够参加者，请与李义赐联系。


图书室开放时间 :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

受难周及复活日的事由与经文

恩雨堂 2018 年度会员大会议程

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甘心领受苦杯，定意走上十字架；用祂无罪的身体
和流出的宝血担当世人的罪，并大能复活，完成救赎的工作。赞美主！
事

由

太 21:1-11;

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周一〔3/26〕

1.洁净圣殿 (玛 3:1-3) 。

太 21:12-26:16

训诲日
Holy Monday

2.咒诅无花果树：犹太人拒绝弥赛
亚，但基督再临时会认祂是弥赛
亚。

可 11:11-14:11

周二〔3/27〕

辨惑日
Holy Tuesday

3.耶稣受犹太人的质问：逾越节的羔
羊必须无瑕无疵，通过各样的检
验。

会议开始祷告（ 韩炳炎

2.
3.

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及核点出席会员人数：（实到人数是应到人
数的 50%以上即可以开会）
2018 年度教会事工总结和 2018 年教会展望、重要事工安排。

4.

长执提名小组汇报：提名长执连任投票。

5.
6.
7.

聘牧小组汇报：聘牧动态及安排。
谭宇松长老汇报：关于【恩雨堂教会管理规则试用版 2014】的
修订进展。
2018 年度财政报告 (袁丽)

8.

各部 2018 年事工计划，支出预算 (请参阅公告栏)。

9.

方向群牧师为长执团队作劝勉并按手祝祷。长执团队在会众前
宣誓【长执与神立约】

参考经文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拿棕枝迎
接，日落后是「羔羊预备日」(出
12:3)，祂是逾越节的羔羊(林前
5:7)，要在黄昏〔正午与日落间〕被
杀(出 12:6)。

周日〔3/25〕

1.

可 11:1-10;
路 19:28-40;
约 12:12-19

路 19:30-21:38
约 12:20-50

10. 各牧养小组组长到前台与全体会众见面，方牧师劝勉，全体会
众站立一起宣誓【信徒与神立约】
11. 会议结束祷告（方向群牧师）

4.耶稣在橄榄山说末世祂再来的预
言。
周三〔3/28〕

寂静日
Holy Wednesday

周四〔3/29〕

圣餐日/洗足日
Holy Thursday
Maundy Thursday

周五〔3/30〕

受难日
Good Friday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5.耶稣在伯大尼受膏，预备安葬之
用。

1，圣经时间：翻开圣经一起阅读【路加福音十三 10-17】。

6.犹大起意出卖耶稣。

3，金句时光：一起复习本周金句和背熟，并喜悦神的话语。

2，诗歌欢唱：唱一首孩子、爸爸或妈妈喜欢的诗歌，可以轮流选歌。

1.耶稣洗门徒的脚，最后的晚餐。

太 26:17-75

2.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指示。

可 14:12-72

3.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路 22:1-71

4.耶稣被卖，捉拿，在公会受审。

约 13:1-18:27

1.被希律和彼拉多审问，钉十字架。

太 27:1-61

2.上午 9:00 被钉十字架。

可 15:1-47

3.中午 12:00 到下午 3:00 遍地黑暗。

路 23:1-56

4.耶稣断气，在日落前被埋葬。

约 18:28-19:42
太 27:62-28:20

周六〔3/31〕

安息日
Holy Saturday

）

安息日，耶稣在坟墓里，有兵丁看守。

可 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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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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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10：5-7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
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
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
经记载了。’”
 本周金句 

4，优点轰炸：彼此分享做得很棒的事
5，精心时刻：分享今天不快乐的事。
6，感恩列车：感谢神虽然有不愉快的事，但是周围有许多关心我们
的人。
7，祝福祷告:

求神让我们成为勇敢拒绝诱惑、生活圣洁纯正的人。

讲道提纲
1.
2.
3.

人们对救赎主的期望
耶稣遵行，成就先知的话
耶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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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4:1-52
约 20:1-21:25

主日崇拜中请关闭或灭响手机 谢谢您的理解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