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4 月 8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王国才长老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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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牧师 4月 9-24日休假重新得力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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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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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4月 7日有 3人出席，沒有青少年，
下一次 5 月 5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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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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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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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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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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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今天主日崇拜后召开长执同工会。

图书室讯息

《信仰》

王志学/G WA XY

本书从八方面培育属灵工人的内在素质, 包括：

灵命塑造的目的, 重要性, 代价和动力, 并操练

如何祈祷, 聆听, 自我认识, 回顾生命, 重整自

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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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6 宣教 160 建堂 20 合计 2976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29 成人：88 儿童/少年：41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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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

（诗篇 27:4）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有一位神；我知所信是谁；

丰盛的应许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提摩太前书4：8-10 会众

证道 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王国才长老

回应诗歌 有福的确据（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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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才下周 吴家兴牧师

司会 梁帜下周 林关青

司事 霍敬东/赵倩下周 徐永忠/梁帜

领诗 董波/王长发下周 胡海涛/张雪薇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朱沁怡

新人接待 黄春生/李树荣下周 方师母/徐永忠

餐勤 林关青/张蔚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朱玢/魏倩/隋洁/侯恩溢

胡海涛

基督徒的德行

下周

周敏琪/刘芳晓/李春晖/刘伟豪

陈怡君

属灵争战与圣灵充满



http://www.fungclass.net/S_paul/33/
http://www.fungclass.net/S_paul/34/


讲道提纲
1. 今生的应许（太 11：28-29）

2. 来生的应许（约 3：16）

3. 操练敬虔（提前 3：16）

《荒漠甘泉》12 月 3 日
「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列王纪下四章 26 节）

我所爱的妻子和我同居了六十二年零五个月，在我九十二岁这一年，

竟然离开我去了。虽然在我这样衰老的日子，觉得非常孤单， 但是

当我在房中踱来踱去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主是一直与我同在的；我

就对祂说：「主耶稣啊，我虽然孤单，仍不孤单── 你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朋友。现在，主啊，求你安慰我，坚固我；你看你可怜的

仆人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得不   着满足，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经历

上、习惯上，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在什么时候、什

么环境中， 祂总是我们的朋友。 ── 莫勒（George Mueller）

《荒漠甘泉》12 月 4 日
「祂就独自上山去祷告。」（马太福音十四章 23 节）

寂静里面含蓄着一种奇异的能力。

乌鸦和豺狼是喜欢集群的，狮子和鹫鹰，是喜欢单独的。

能力不在喧扰中，乃在安静中。湖水必须极其平静，才能在面

上映照出美丽的天空来。我们的主是极其爱世人的， 可是多少次我

们在经上读到祂暂时离开群众，退去祷告。祂工作的地方常在海边，

可是祂最爱山上；所以我们看见祂晚间常上山去安息。

今天我们所最需要的一件事，乃是独自与主亲近，坐在祂脚前

安静。哦，巴不得我们能恢复那已失去的默想的艺术！哦，巴不得

我们能受到密室的教育！ ── 选

《荒漠甘泉》12 月 5 日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

自己的脚步」。 （耶利米书十章 23 节）

「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路。」（诗篇廿七篇 11 节）

许多人非但不听从神的指导，反要指导神；非但不跟神走，反

要神跟他走。 ── 盖恩夫人（Madame Guyon）

羊的道路，是根据牧者的声音。周围虽有许多的声音，但羊只

认得一个声音。羊虽然是愚昧的动物，但它认得牧者的声音。 「牧

人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 4

节）圣徒与主也是一样，主说祂是好牧人，圣徒是祂的羊。当我听

见主的声音时，在我的道路上就充满了平安与喜乐，若听不见牧者

的声音，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恐怕你要走到危险的路上。兄姊们，

在你的道路上，有学习听见主的声音吗？ ── 光

《荒漠甘泉》12 月 6 日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

示录三章 11 节）

这是莫勒（George Mueller）先生所作的见证：一八二九年七

月，神启示我主耶稣再来的真理，并叫我看见我以前等候全世界的

人得救，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样的启示在我身上所产生的效果乃

是：从我灵里激起了一种怜悯灭亡的罪人和酣睡的世界的心情；于

是我就想道： 「当主耶稣迟延的时候，我岂不应该替祂唤醒沉睡的

人们呢？」

主耶稣再来的预兆，一天一天增多了。沉睡的教会啊，醒来吧！

基督徒啊，你有没有预备戴冠冕、执王权、登王位呢？ ── 泰尔

美其 （Rev. T. Dewitt Talmage）

《荒漠甘泉》12 月 7 日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

喝。」（列王纪下三章 17 节）

照人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没有难事。

没有风、没有雨、没有响声、没有征兆；但是次日早晨，有水

从以东而来，沟中就满了澄清的水。

我们常喜欢凭征兆、凭感觉；没有表显，我们的心不会满足；

但是最大的信心的胜利乃是在安静中知道祂是神。最大的信心的胜

利乃是站在不能通行的红海面前，听耶和华说：「只管站住，看耶

和华…的救恩」（出埃及记十四章 13 节）和「往前走」（十五节）。

质问不是信心的事；服从才是信心的事。他们必须先挖沟，然

后才有水来。他们必须先服从，然后才有祝福临到。这是我们信心

的功课！

信徒啊，你是不是在渴望属灵的祝福呢？挖开你的沟来，神会

用想不到的方法来填满它们的。

哦，巴不得我们行事只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虽不见风、不

见雨，仍当仰望神来工作！ ── 信宣（A. B. Simpson）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复习圣经课程，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请他宽容原谅阿

尼西母。

2，诗歌欢唱：唱一首孩子、爸爸或妈妈喜欢的诗歌，可以每天轮流

选歌。

3，金句时光：一起玩【金句配对】的游戏。

4，优点轰炸：彼此说一句赞美的话。

5，精心时刻：分享与人相处的情形，如同学、同事、邻居之间。。

6，感恩列车：感谢周围接纳、包容我们的人。

7，祝福祷告: 求主让我们能作个有爱心包容别人的人，和周围的

人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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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书4：8-10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3：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

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

接在荣耀里。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