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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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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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方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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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一次崇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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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恩雨堂在蒙特利尔教牧同工祷告会上传
递讯息，为教会 6 月 30 日之后平稳过渡代祷。

7.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6 月 2日有 7人出席，有 2位青
少年，下一次 6 月 16 日 5 - 6:30pm 在教堂举行，请代祷。

8. 感谢主，提摩太小组的年轻成员们有受洗归主的心志。经祷告
并商议，教会将于每周五（6 月 8 号起）晚 7：30-9：30 为他们
开设受洗课程，由王国才长老主领。也鼓励其他慕道友一同参
加。请大家为此恳切守望代祷，愿主引领！

9. 加拿大华神课程【以斯拉、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研究）】将于 7
月 16-22 日（周一至日，含延伸制和硕士班)在恩典堂举行，讲
员是陈志宏博士。7月 21（六）晚 7：30 有公开讲座【基督徒
的政治参与】。教会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加。有意者请尽快向
林关青弟兄报名。

10. 以下为 2018 年 6 月 16 日恩雨堂内建外展活动，请弟兄姐妹代
祷并积极参与：

1，多伦多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张晓燕传道、袁䓝萓传道一行将于

6/15 抵达蒙城，6/16 周六在恩雨堂带领长执、同工退修会，主题：

“建立健康教会”。请为此代祷并预备。恩福堂也会有同工应邀参

加。

2，与中信中心合办的端午节活动【两代共融粽传情】6月 16 日
10:30-13:30 在恩雨堂副堂举行，需要约 20 位义工帮忙，请向伍德
力弟兄张歆姊妹报名。欢迎中信中心 Carry 主任一行前来介绍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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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在副堂将举办【Coffee House】青少年退修会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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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的力量》

Blanchard, Ken 肯布兰佳/ C BL KKD

本书从耶稣的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开始谈起，

用故事和见证的形式讲述了奉献和丰盛生命的关

系。

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生活奢靡，却觉得人生没有价

值。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有关一位成功董事长的报

道，说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你有多少，而在于你

给与的能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位年轻人认真

求教，终于获得了董事长的人生秘诀，彻底改变了

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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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07 宣教 20 合计 3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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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

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

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

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申命记 6 章 4-9 节）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主是我万有（387）；以爱相连（218）；

安稳在耶稣手中（343）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以弗所1：7-10 会众

证道 在主内同归于一 方向群牧师

回应诗歌 都归耶稣（460） 会众

圣餐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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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群牧师下周 霍壮牧师

司会 王国才下周 张晓春

司事 张蔚/姚强下周 李立/宋秋香

领诗 王长发/范天辉下周 范天辉/胡海涛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

传圣餐 胡海涛/林关青/吕强预备 赵倩/沈玉娟

新人接待 胡海涛/李树荣下周 伍德力/赵倩

餐勤 董波/隋洁下周 姚强/林瑞芳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方师母/吴惠钦/刘卓

张晓春

属灵争战与圣灵充满

下周

王静/朱玢/海亮/刘伟杰

林关青

基督超越所有

http://www.fungclass.net/S_paul/34/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1/


1 月 3 日 天梯与十一
经文：创世记 28:20—22

雅各许愿说：「上帝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

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

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上帝的殿；凡祢所赐

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祢。」

雅各人生几个重大转折点，都是夜间神向他显现：第一次是在

伯特利，第二次是雅博渡口（创世记 32 章），第三次是别是巴（创

46:1—4）。前两次记载有许多相似，一是因他欺兄骗父，被迫离家

前往哈兰舅父拉班家，一是携家带眷离开舅父拉班，从哈兰返回应

许地，要面对兄长的仇恨。两个故事都有天使显现，与雅各对话。

结束后都已是清早黎明时，雅各充满敬畏，给当地起名，一是「伯.

特利」（就是神的殿/家），一是「毗努.伊勒」（就是「神的面」）。

有三个字一再重复，首先是动词字根「立」（nāṣab），包括梯

子「立」（muṣṣāb）在地上，耶和华「立」（niṣṣāb）在上面，雅

各拿他使用的石头立作「柱子」（maṣṣēbâ）。这立着的梯子指向神

的启示，而立着的石头代表人的回应。

其次是名词「头」（rō’š），雅各看见梯子的「头」（rō’šô）

顶着天，因此他浇油在立为纪念的石「头」上（‘al-rō’šāh），

这石头曾摆在他的「头」旁边（mǝra’ăšōtāyw）。

第三是名词「地方」（māqôm），共出现六次。先是雅各来到一

个「地方」过夜（11 节），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在那「地

方」躺下睡觉。故事下半段，神显现之后，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

「地方」，这「地方」何等可畏。然后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

利。

故事的核心，是神主动向雅各重申祂与亚伯拉罕圣约的应许：

得地、后裔与福份，尤其是「神同在」的保证。而雅各回应神，首

先讲到神的同在（圣约保证），其次则是立石浇油（代表祭坛），

给地命名（宣告主权），许愿献十一（敬拜报恩）。后来以色列民

果真得应许地，人口繁多，国富民强。雅各的经历，成为后来整个

以色列的预表。

思想：哪里是你的伯特利?一个普通的地方，竟然成为圣殿；一

块普通的石头，竟然成为祭坛；一个逃家的人，竟然来到神的家。

因着神显现，野地变为圣地，罪人变为圣徒。这都从一个人经历神

开始。但愿你我常常经历神，灵性长进，生命提升。

1 月 4 日 结婚与骗婚
经文：创世记 29:25—28

到了早晨，看哪，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

什么事呢?我服事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

矩。你先为这个满了七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

服事我七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就把女儿

拉结给雅各为妻。

结婚是喜事，不料雅各的洞房花烛夜，却是一连串恶梦的开始。

故事开始，雅各在井旁遇见未来一生的挚爱拉结，一切看来都

那么美好。这让人想到亚伯拉罕遣仆为子娶妻（创世记 24 章），水

井更是神赐福的记号（参创世记 26 章）。而拉班热烈欢迎雅各，称

呼他是「我的骨肉」（‘aṣmî ûbǝśārî，直译「我的骨，我的肉」），

也让人想到亚当初见夏娃，就称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

2:23），表明婚姻的喜悦。

雅各主动对拉班提议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事你七年」，

拉班也欣然同意，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爱拉结，就看这

七年如同几天。然而事情却在婚礼中变了调。雅各欢欢喜喜结婚，

享受洞房花烛夜。不料到了早晨，才发现娶的不是他所爱的拉结，

而是利亚。

本段有三个字与创世记 27 章的故事相连结。首先是 25 节，雅

各指控拉班：「你为何欺骗我（rimmîtānî）呢?」动词「欺骗」与

创 27:35 雅各「欺骗」的名词（mirmâ）是同样字根。其次，拉班的

辩解（26 节），用「长女」（bǝkîrâ）称呼大女儿，让人想到创世

记 27 章的主题，「长子」（bǝkôr）与「福份」（bǝrākâ）。其实

希伯来文有另一种方式表达「长女」，就是「大女儿」（bat haggǝdôlâ），
例如：扫罗的大女儿米拉（撒上 18:17）。第三，服事的主题。雅各

愿为拉结服事（‘ābad）拉班七年，而雅各欺骗父兄得到的祝福，

其中也包括他的兄弟要服事他（‘ābad，创 27:29）。

故事记载刻意凸显诡诈的雅各棋逢对手，被拉班欺骗。拉班固

然可恨，而利亚与父亲联手，欺骗雅各，虽然得着婚姻，却得不着

雅各的心，且让姊妹反目成仇。试想当雅各与利亚享受洞房之乐时，

拉结却正在不远的暗处哭泣。雅各离开一个欺骗的家庭，进入另一

个欺骗的家庭。

思想：您相信「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吗？（加 6:7）

雅各娶拉班的女儿为妻，一方面是遵从父命、得神赐福的初步实现；

但另一方面，也让他苦尝父兄被欺骗的滋味。一个寻求神赐福的人，

若忘记了自己未经对付的罪，很快就被罪追上。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是一种自愿性的动作；

是我们自身要去行的事，而非我们叫别人去行的事。我们的心若不

愿下决定去顺服该顺服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顺服。

2，诗歌欢唱：分享本周教的诗歌，看谁能把诗歌背起来

3，金句时光：玩【金句竞走】，复习背诵本周金句。

4，优点轰炸：轮流说出家人的一项优点，例如：做事认真，负责。

给一个爱的鼓励。

5，精心时刻：全家人一起打扫家里，分工合作。完成后，一起吃个

小点心

6，感恩列车：全家人分享本周至少一件感恩的事。

7，祝福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用圣经上的话教导我们。告诉我

要顺服，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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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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1：7-10

 本周金句 
以弗所4：1-3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

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

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