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家

2018 年 5 月 13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虔 卑 敬 拜 



宣召

祂的权柄是永有的，祂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
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祂都凭自己的意旨
行事。无人能拦住祂手，或问祂说 ：“你做什么呢？”
但以理书 4：34 下-35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你的话；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奇异的爱

祷告

为崇拜祷告


读经
证道
回应诗歌
母亲节献诗

司会



使徒行传13：1-3；14：21-23
放手让圣灵接手
耶稣不改变（279）
妈妈我爱你；看见神的爱

会众
会众
小朋友

历代志上（1Ch）29：11、13

会众

宣告

主祷文 Lord's Prayer

会众

颂赞

三一颂 Doxology

会众

祝福

杨程皓传道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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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请参
阅【守望祷告周报】。

5.
6.

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母亲们节日快乐！愿主赐福每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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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牧师 5 月 13 日在恩福堂分享魁北克荣光堂植堂需要代祷。

8.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5 月 5 日有 7 人出席，有兩位青
少年，下一次 5 月 19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9.

感谢主，洪予健牧师 2018-5-10 至 2018-5-13 蒙特利尔感恩、
培灵、布道会正顺利进行中。恩雨堂有 46 位弟兄姐妹报名参与
服事，已邀请了 56 位慕道友参加。有关信息如下：


5/10 周四 19:30，恩雨堂培灵会 ：分别为圣，与主同行；
参加人数：成人-181，儿童-19，特别奉献-$3115.45.



5/11 周五 19:30， 恩典堂培灵会：与主相连，同被建造；
参加人数共约：230。



5/12 周六 13:30，Ted & Margaret Bible Class 二十周年
感恩聚会。



5/12 周六 19:00，恩雨堂布道会：人生由何而来 ？
参加人数：成人-443，儿童-72；布道会回应表-18，培谈
回应表-9，大堂慕道友约占 50%。

事 奉 团 队 

杨程皓传道 下周
吕陈君安师母
徐永忠 下周
吕强
李立/宋秋香 下周
戴小牛/傅春燕
胡海涛 下周
范天辉
李春晖 下周
朱沁怡
梁帜/李舒平 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张晓春/许雁珠 下周
刘代同/吴惠钦
周敏琪/魏倩/李春晖/侯沛然
儿童主日学 王静/朱玢/陈诗元/刘伟豪
梁帜
少年主日学
林关青 下周
成人主日学
属灵争战与圣灵充满
庆祝母亲节
讲员
司会
司事
领诗
司琴
新人接待
餐勤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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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12

宣教 7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01

建堂 60
成人：69

合计 1121.12
儿童/少年：32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81 (洪予健牧师培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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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题目：归回天上的家园 ！大会主题歌：我知所信是谁

关 怀 相 交 



分

1.

杨程皓传道

奉 献 回 应 


奉献

会众

事



5/13 周日 14:00，主恩堂主日敬拜布道：人生当归何处 ？

10. 加拿大华神课程【辅导与关怀事工（教牧）】5 月 21-26 日（周
一至六，含延伸制和硕士班)将在恩雨堂举行，讲员是麦耀光博
士。5 月 26（六）晚 7：30 有公开讲座【教会的关顾和辅导事
工】。教会鼓励长执同工和有志于关顾事工的弟兄姊妹积极参
加。有意者请尽快向林关青弟兄报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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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室讯息
《天天为孩子祷告》
Kopp, David & Heather 考柏夫妇/ I KO TTW
本书是考柏夫妇专为父母而写的，其最大的特
色是「用神的话来祷告」。书中列出了 122 篇引用
圣经的祷告文，就是要邀请你：按照圣经为所宝贝
的孩子祷告、宣告神的应许成就。挑战你，让神的
应许和能力「放大」，让人的问题和失望「缩小」。
也许有人会说：「自己的祷告生活经常停滞，内容
老是千篇一律，为孩子祷告的果效又似乎看不
见……」，但是当你开始认真按着圣经来祷告时，
必定会得到新的力量和支持。
 图书室开放时间 :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

《荒漠甘泉》12 月 26 日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太 26：36 ）
在一个危急的时候，被遗留在后面，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在客西马尼园里，十一个门徒里面，有八个被留在后面不做什么。
主耶稣往前面去祷告：彼得、雅各、约翰在中间儆醒，其余的在后
面等候。照我想来，在后面的门徒必定会抱怨。他们虽在花园里面，
却不过只在花园里面罢了；他们对于花园里面花草的耕种，无分无
关。那时正是一个危急的时候，一个紧要的关头；可是他们又不能
擅自妄动。
你和我也常有这种经历、这种失望。也许现在正有许多机会给
基督徒工作。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到前方去了；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到
中间去了。只有我们仍留在后方伏着。或者因着疾病；或者因着缺
乏；或者因着诽谤；无论因着什么，我们受到拦阻，心中非常悲痛。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分于主的工作。这似乎是一件非常不
公平的事情， 既然允许我们进了花园，又不在花园里分派我们工作。
我的魂哪应当安静，事情并不照你所想的那样悲痛！你并不是
无分于主的工作。你想主的花园里只有走的地方、立的地方么？不，
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是专为那些不得不坐的人预备的。 ── 选
一个动字，有三个位格（Voices）－－施事格（Active），受
事格（Passive），不及物格（Neuter）。为基督活着的「活」字，
也有三个位格。施事格 ── 往前方去奋斗。受事格── 站在中间
报告前方战事的进展。不及物格── 既不能打仗，又不能看仗，只
能伏在后方。
如果今天你正伏在后方的话，请你记得，对你说：「你坐在这
里」的，是主。你所坐的地方并不是「摔跤处」，也不是「儆醒处」
，
乃是「等候处」 。有许多人，神把他们放在世上，并不是要他们成
功伟大的事业，也不是要他们背负重大的担子，乃是要他们单单活
着； 他们是不及物动字。他们是没有使命的花。他们用不着包扎花
圈：他们用不着点缀食桌。他们虽然没有被彼得、雅各、约翰看见，
他们却已经叫耶稣喜悦了。他们的香气，他们的美丽，已够叫主喜
乐了。亲爱的。如果你正是这样一朵花，请你不要抱怨！ ── 选

《荒漠甘泉》12 月 28 日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太 17：8 ）
彼得把主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并列一起，要为他们搭三座棚，
每人一座，神却把主耶稣分别出来，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
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5 节）。彼得看摩西、以利亚，可以和
耶稣并列，神却说，只有主耶稣是祂的爱子，是我们所当听从的。
神不喜欢人把祂的儿子和什么人并列。就是为神所大用，最忠心的
人，如摩西、以利亚，神也不喜欢人把他们和祂的儿子并列。祂叫
我们尊荣的，高举的，只有祂的儿子。在祂儿子以外，神不叫我们
有所高举、有所尊荣。神不许我们把祂的儿子与人并列， 与人同荣。
所以当彼得把摩西、以利亚，摆在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时，神就立
时把摩西、以利亚，取去，使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摩西、以利亚，固然有他们的荣耀，但他们不过是神的奴仆。

惟有主稣是神的儿子。摩西在神的家中是尽忠的，以利亚在神的国
里也是忠心的。他们固然是神所大用的，是我们所当尊敬的；但是，
若把他们摆在主耶稣同等的地位上，是神所不许的。不止神不许人
这样作，就是那些向神真是忠心、 为神所大用的人，他们也决不喜
欢， 决不准许人高举他们过于基督，或把他们摆在神的儿子同等的
地位上的。
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对他说，你从前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
众人都往祂那里去了。约翰就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 3：
30 )。照约翰的门徒看，他们的拉比是先来的，是当高过基督的。
但是约翰对他们说：「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虽然比先知大
多了，但他不过是在主面前， 为主作见证的一个无形无色的声音。
声音发声以后，就当消没，就当衰微，但他所见证的，要永存，要
兴旺。约翰知道他当衰微，他算不得什么。他曾说： 「那在我以后
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祂提鞋，也不配。」 （太 3：11 ）。
没有一个知道神的心意，向神忠心的人，肯让人高举他，看重他， 像
高举基督，看重基督一样。
保罗因为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督的」（林
前 1：12），就责备他们说：「保罗算什么？」保罗不许人高举他，
像高举基督一样， 不许人属于他，像属于基督一样，他承认自己「算
不得什么。」。施洗约翰和使徒保罗的存心和态度，是今天每一个
忠于神的人所当有的。我的工作是叫我兴旺呢？还是叫基督兴旺
昵？我领人得救是叫人属我呢？还是叫人属于基督呢？我是叫人看
见基督也看见我呢？还是叫人「只见耶稣」呢？
把主耶稣和人并列，是人常犯的一个通病。在前一章（太 16 章），
我们看见许多人把主耶稣作先知里的一位。虽然在那里彼得承认耶
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16 节），但在这里（17 章），
他也像许多人一样，把主耶稣和古圣并列。不只彼得一人这样，许
多信徒也这样。希伯来的信徒， 把主耶稣和众先知并列；哥林多的
信徒，把主耶稣和使徒并列。就是今天的信徒，不也这样么？许多
复兴家不是在许多信徒心目中，几乎夺取了基督的荣位么？也许是
已经夺取了！但神叫我们「只见耶稣」。
在跟从主的道路上，神叫我们「只见耶稣」。如果我们看人，
我们就要跌倒、就要灰心。因为人总是人，总有软弱的时候，总有
灰心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看摩西， 我们就要像米利暗和亚伦一样
跌倒，而犯毁谤神仆人的罪（民 12）了。如果我们一直看以利亚，
我们就会像他那样灰心（王上 19）了。如果我们一直看主耶稣，一
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就不会跌倒，也不会灰心。因为
主耶稣是没有软弱的，是不会灰心的。 「祂不灰心，也不丧胆。」
（赛 42：44）。所以神叫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只见耶稣」。
虽然希伯来 11 章告诉我们许多有信心的人，但神没有叫我们仰
望他们、思想他们。那许多有信心的人，不过是向我们见证。神叫
我们仰望的、思想的，只有主耶稣（来 12：1、3）。如果我们仰望
祂，我们就不会跌倒； 如果我们思想祂，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如
果我们仰望什么人、思想什么人，我们就要跌倒，就要灰心。但愿
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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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13：1-3；14：21-23

 本周金句 
诗篇143：8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因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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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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