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4 月 1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方向群牧师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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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请参阅

【守望祷告周报】。

5. 崇拜结束后有“主、教会与我”复活节恳谈会，请预备并代祷。

6. 感谢主！3月 30日满地可华人教会联合受苦节崇拜有成人 503人和
小童 58人出席.，愿上主的爱继续激励带领我们！

7. 为方牧师 4月 9-24日休假重新得力代祷。

8. 为方牧师七月份开始在魁北克宣道会榮光堂的服侍代祷，欢迎大家
来参加 7月 7日魁北克宣道会榮光堂的开堂崇拜。

9. 为 6月 30日之后，成辉营牧师亲自来带领未来的聘牧，提名新的
长老和参与未来的长执会代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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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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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为满地可中信中心 15周年庆祝代祷，4月 13日(五)7pm，恩典堂国
语专题：「带着恩赐服侍社区」。4月 14日(六)2pm，城西华人浸
信会粤语专题：「带着关爱祝福家庭」；4月 14日(六)7pm，滿地
可堂培灵会：「远景近邻一承传使命，走入人群」。讲员陈明斌牧
师（前美国中信干事），聚会设有儿童活动，敬请踊跃参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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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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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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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孩子自信过一生》

詹姆士/I DO RHZ

漂亮宝贝，人见人爱；天才小子，

前程可期。美貌、聪明与财富是社会判

断个人价值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成长

过程中，深受此价值体系之害，埋下自

卑的情结，却也不自觉地以此来衡量其

他人的价值。每个孩子生来都是有价

值、有尊严的，应该得到权利，受到尊

重，而这绝对是可以做到的。本书提供

一套建立孩子自信心的实用策略，从幼

儿期、儿童期到青春期，逐步建立孩子

的自信心与自我价值观，有了这两项武

器，孩子就可以抵挡社会中无处不在、

伺机而动的各种打击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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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 建堂 20 合计 1045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03 成人：73 儿童/少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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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

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祂的

量带通遍天下，祂的言语传到地极。 （诗篇 19:1-4 上）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古旧十架（120）；领我到髑髅地（125）；

复活得胜主（133）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约翰福音11：1-46 会众

证道 看见神的荣耀 方向群牧师

回应诗歌 献诗： 維亞多勒羅沙、主复活（129） 诗班

见证洗礼 龚援生姊妹 方向群牧师

圣餐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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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群牧师下周 王国才

司会 王国才下周 梁帜

司事 戴小牛/傅春燕下周 霍敬东/赵倩

领诗 王长发/海涛/耿丽/雪薇下周 董波/王长发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梁帜/叶美华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传圣餐 刘永江/徐永忠/胡海涛预备 赵倩/李树荣

餐勤 复活节下周 林关青/张蔚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刘芳晓/宋秋香/陈诗元/张俭

徐永忠

复活节恳谈会

下周

朱玢/魏倩/隋洁/侯恩溢

胡海涛

基督徒的德行

http://www.fungclass.net/S_paul/33/


受难周及复活日的事由与经文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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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经文

周日〔3/25〕

棕枝主日

Palm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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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1:1-11;

可 11:1-10;

路 19:28-40;

约 12:12-19

周一〔3/26〕

训诲日

Holy Monday

1.洁净圣殿 (玛 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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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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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耶稣在橄榄山说末世祂再来的预

言。

5.耶稣在伯大尼受膏，预备安葬之

用。

6.犹大起意出卖耶稣。

太 21:12-26:16

可 11:11-14:11

路 19:30-21:38

约 12:20-50周二〔3/27〕

辨惑日

Holy Tuesday

周三〔3/28〕

寂静日

Holy Wednesday

周四〔3/29〕

圣餐日/洗足日

Holy Thursday

Maundy Thursday

1.耶稣洗门徒的脚，最后的晚餐。

2.耶稣对门徒最后的指示。

3.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4.耶稣被卖，捉拿，在公会受审。

太 26:17-75

可 14:12-72

路 22:1-71

约 13:1-18:27

周五〔3/30〕

受难日

Good Friday

1.被希律和彼拉多审问，钉十字架。

2.上午 9:00 被钉十字架。

3.中午12:00到下午3:00遍地黑暗。

4.耶稣断气，在日落前被埋葬。

太 27:1-61

可 15:1-47

路 23:1-56

约 18:28-19:42

周六〔3/31〕

安息日

Holy Saturday

安息日，耶稣在坟墓里，有兵丁看守。

太 27:62-28:20

可 16:1-20

路 24:1-52

约 20:1-21:25周日〔4/1〕

复活主日

Easter Sunday

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在升天之

前，给门徒大使命，叫他们传福音给

万民。

《荒漠甘泉》12 月 1 日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希伯来书四

章 9 节）

「耶和华….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

们手中。」（约书亚记二十一章 44 节）

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多忧多虑的基督徒，他常花数小时和她谈

话，要想叫她看见烦恼是一个罪，但是一点没有用处。她曾饱经许

多苦楚，特别是那些从未来临的。

一天早晨，他母亲下楼来吃早餐；满面笑容，和平常大不相同。

他心中非常诧异，就问她什么事情叫她这样喜乐； 她告诉他：夜间

她做了一个奇异的梦。

梦中她和一大群疲倦、背重担的人，同在一条大路上行走。他

们背上都背着许多黑色的包裹；她看见许多形状可憎的恶魔把那些

黑色的包裹撒在地上， 让人们去拾起来背着。

她自己也像别人一样，背着那些无须背的重担，觉得非常苦重。

过了一会，她抬起头来，看见一位人子，带着一个荣耀的慈颜， 在

人群中走来走去，安慰人们。

最后那位人子走到她身边来了；她仔细一看，原来是她的主。

她仰起头来告诉祂她非常疲倦，祂带着一个忧愁的笑容对她说：

「亲爱的孩子，这些重担并不是我给你的；你用不着去背它们。

它们是魔鬼给你的，魔鬼要把你的命压出来，你知道么？ 所以你只

要将它们丢下来，连你的手指也不去摸一摸，你就会觉得道路容易

了，你也会觉得像生了翅膀一样。」

祂用手一摸，看哪，平安和喜乐充满了她的全身；她把她的重

担一掷，正想倒在祂脚前感谢祂，她突然醒了，发觉她一切的挂虑

都消失了。从这一天起，直到她死的日子，她成了全家最喜乐的一

个人。 ── 选

《荒漠甘泉》12 月 2 日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圣经希伯来书二章 10 节）

伟人并不是奢侈造成的，乃是苦难造成的。

有一个母亲，带了一个瘸腿而又驼背的孩子回来，做她儿子的

游伴。她曾警告她的儿子，要十分当心，不要用言语去伤这残废孩

子的心： 只要好好地和他玩耍，当他为一个普通的孩子。当他们玩

耍的时候，她暗暗地偷听她儿子说些什么；过了几分钟，他对他的

游伴说： 「你知道你背上所背的是什么吗？」小驼背大为受窘，答

不出一句话来。他说：「这是一个装翅膀的匣子；有一天，神要替

你打开来；那时， 你就能像天使一样飞行了。」

有一天，神必让每一个基督徒看见：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乃是

祂所用的工具，为要叫他们完全的。祂要他们成为磨光的石子， 好

用以建造天上的殿宇。 ── 麦友（Cortland M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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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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11：1-46

 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11：25-26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

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