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5 月 20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吕师母证道，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她的服侍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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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 (灵修、圣经)、家庭、小组、教会。组员至少
每年参加一次祷告会、一次访宣、带领一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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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晚本堂部分长执同工（方牧师、谭宇松、胡海涛、林关青

和王国才）与多伦多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张晓燕传道并 Maymie

袁䓝萓传道举行了第一次“建立健康教会”网络会议，为建立

成长型健康教会分享、交换意见，初步探讨合作，请为此代祷。

6. 今日崇拜结束下午三時将在图书馆召开五月长执同工会，内容

包括洪予健牧师培灵布道会等事工的总结等等，请预备参加。

7. 为方牧师 5月 26-27 日到魁北克市带领团契和探讨租当地教堂
事宜，6 月 4-9 日自费参加在 Calgary, Alberta 举行的加拿大
宣道会全国会议，在华联会分享魁北克荣光堂经费需要，七月
份开始在荣光堂的服侍代祷，欢迎大家参加 7 月 7 日荣光堂的
开堂崇拜。

8. 感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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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 6 月 30 日之后平稳过渡代祷。

9.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5 月 19 日有 8人出席，有三位
青少年，下一次 6 月 2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10. 诗班团契于 5月 25 日（周五）晚 7:30 进行。蒋福麟、王坚夫
妇（恩典堂诗班的指挥和司琴）来本堂就敬虔、忠心、坚持、
诗班建设等问题与我们分享交流。请诗班成员及有负担的弟兄
姐妹参加，并为此祷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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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信歌詠團及 Musaïque 合唱團跨文化音樂會將於 5月 26 日
(六)晚上 7 時半於 Westmount Baptist Church, 地址：411
Roslyn Ave, Westmount, QC H3Y 2T6). 門票及查詢,請致電中
信中心 514-878-3113.

13. 恩福堂与本堂将于暑期(8/24-8/26)合办青少年夏日退修会，需
要统计人数以利筹备，有意愿及能够参加者，请与李义赐联系。

6 月 16 日晚将举办【Coffee House】退休会筹款晚会，由恩雨
和恩福的青少年自己组织并表演，有歌唱、话剧等。邀请大家
积极参加，支持，并恳切代祷。

图书室讯息

《恩怨情仇论旧约》

李思敬/ B LI EYQ

对有心研读圣经的信徒来说，《旧约圣经》好像是

一场噩梦。即使立志灵修，从创世记的「创造」开始，

结果多数在出埃及记的「旷野」里便消失了。难道除了

数节耳熟能详的金句以外，我们对旧约圣经就束手无

策？本书《恩怨情仇论旧约》特别为不甘于只捧着《新

约圣经》﹝附诗篇﹞的信徒而写，尝试结合严谨的释经

与神学探讨，将经文意义实践今日生活处境，把我们引

进旧约的美丽新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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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 宣教 80 夫妻恩爱营 20 合计 125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00 成人：71 儿童/少年：29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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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 神的圣所赞美祂，在祂显能力的穹

苍赞美祂。要因祂大能的作为赞美祂，按着祂极美的大德赞

美祂。要用角声赞美祂，鼓瑟、弹琴赞美祂；击鼓、跳舞赞

美祂，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祂；用大响的钹赞美祂，

用高声的钹赞美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

赞美耶和华！（诗篇 150 篇）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人算什么；天父必看顾你（52）；

归家（203）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哥林多后书1：3-12 会众

证道 靠救主 吕师母

回应诗歌 惟信靠主（278） 会众

 奉 献 回 应 

奉献 历代志上 2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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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师母下周 马超传道

司会 吕强下周 谭宇松

司事 戴小牛/傅春燕下周 霍敬东/赵倩

领诗 范天辉下周 张雪薇/李义赐

司琴 朱沁怡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黄春生/李树荣下周 徐永忠/叶美华

餐勤 刘代同/吴惠钦下周 黄春生/黄晋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周敏琪/魏倩/李春晖/侯沛然

梁帜

长执同工会

下周

方师母/宋秋香隋洁/侯恩溢

胡海涛

属灵争战与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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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甘泉》12 月 29 日
「起来….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

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

中， 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士师记十八章 9、10 节）

起来！有许多土地等着我们去得。我们如果静坐不动，没有一

件东西会落到我们手中。 「约瑟的儿子玛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

们的地业。」（约书亚记十六章 4 节）；「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俄巴底亚书 17 节）；「惟有完全人，必承受福份。」（箴言二十

八章 10 节）。产业和福分都是要去得、去承受的。

对于神的应许，我们当有「据为己有」的信心。我们当把神的

话算为我们个人的产业。有一次，一位教员问一个孩子道： 「什么

是据为己有的信心？」孩子回答说：「据为己有的信心乃是：拿一

支红笔，把圣经上所有的『我』 、『我的』旁边，都画上红线。」

凡是主所说的无论那一句话，你都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说：

「这是我的。」读者阿，有多少应许你能说：「在我身上已经成就

了」呢？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加

福音十五章 31 节）亲爱的阿，不要因懈怠而失去你的遗产啊！

信心上市场的时候，总是带着篮子的。 ── 选

《荒漠甘泉》12 月 30 日
「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使徒行传

十二章 5 节）

彼得在监里等待处决。教会既没有能力拯救他，又没有势力拯

救他。地上的帮助得不到了，可是天上的帮助还得的到。他们切切

的祷告神。神遂差遣祂的使者，夜间去拍醒彼得，领他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铁门。那门自己开了，彼得就得了自由。

亲爱的，在你的道路上，或许也有铁门阻塞你的前进。像一只

笼中的鸟一般，你一直在击打门闩；可是非但得不到帮助，反使你

非常疲惫， 非常疼痛。你如果学会了秘诀，就不会这样了。什么秘

诀呢？就是相信祷告；这样，当你来到铁门旁边，那门就会自己开

了。如果你能像当初的教会在楼房里那样恳切祷告，你就会节省许

多精力，免除许多烦恼，困难也能胜过了；逆境也能顺利了； 被撒

但所捆绑的亲友也能得到释放了。 ── C.H.P.

危急的时候，是祷告最恳切的时候。以利亚在迦密山顶屈身在

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虽然没有出声的话语，他的全人已经与神

合一── 与神同心合意地反对恶者的势力。这是我们祷告时所当有

的态度。 ── 译自屈膝的时候（The Bent-KneeTime）

说不出来的叹息常是不能拒绝的祷告。 ── 司布真（C. H.

Spurgeon）

《荒漠甘泉》12月 31 日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圣经撒母耳记上七章 12 节）

「到如今」三个字，指着以往── 以往二十年、以往七十年，「耶

和华都帮助我们！」无论在贫乏中、在丰裕中；在疾病中，在康健

中；在家、在外；在陆地、在洋海；在光荣中、在羞辱中；在疑难

中、在欢乐中；在试炼中、在胜利中；在祷告中、在试探中── 「耶

和华都帮助我们！」

我们有时看见一条两旁有树的大道，非常喜欢非常欣赏── 从

这一头往那一头望去，有绿的景色，看了非常爽快；一株一株的树，

正像殿中一根一根柱子。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年来所走的道路

── 上面铺张着的是神的怜悯，两旁直立着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

啊，你看了快乐不快乐呢？

树上岂没有小鸟在唱歌么？有，并且有许多，它们都在唱「到

如今」所领受的恩典和怜悯。

「到如今」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

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前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

前面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试探、更多的胜利；更

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战争、 更

多的凯旋；然后才有疾病、老年、死亡。

就这样完了么？不！还有许多哩－－带着主的形像复活、坐宝

座、弹金琴、唱新歌、发赞美、穿白衣、享永生…哦，信徒阿， 振

起你的精神来，用感激的心来唱「以便以谢」罢！ （以便以谢即到

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的意思。参撒母耳记上七章 12 节。）

求主给我们天上的亮光，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到如今」三个

字里面的荣耀的盼望。 －－司布真（C.H.Spurgeon）

爱尔帕地方的牧童，有一个美丽的习惯；他们每天傍晚分别之

前，互相对唱一首「再见歌」。他们一面走，一面唱，「到如今耶

和华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赞美祂的名！」然后互相行一个再见礼，

唱道：「再见！再见！」

但愿我们在黑暗的旅程中，也这样互相呼唤、互相激励。 「哈

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真需要这口号来破这沉闷的空气！让我们高唱；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

永远远」（启示录五章 13 节）

「又说，哈利路亚」（启示录十九章 3 节）－－选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全家人一起读【马太福音七 1~4】，复习本周圣经经

文。

2，诗歌欢唱：每人选一首喜爱的诗歌分享。

3，金句时光：一起玩【传球背金句】的游戏。

4，优点轰炸：分享一件开心的事。

5，精心时刻：帮家人按摩肩膀，捶捶背。

6，感恩列车：感谢周围鼓励我们的人。

7，祝福祷告: 家人轮流分享代祷和祈求神祝福的事项，求主帮助

我们谦卑，不论断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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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后书1：3-12

 本周金句 
哥林多后书7：5-11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藉着他来，也藉着他从你们所得

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

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

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

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

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作自责），

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