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7 月 1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成辉营牧师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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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崇拜结束后在钢琴房召开长执同工扩大会议，请长执，各

事工/生活组正副组长，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参加。恩雨堂顾问牧

师成辉营牧师也将参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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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参加 7 月 7 日 (周六) 一时半至四时半荣光堂的第一次崇

拜。地址：Quebec City Communaurtaire Lucien-Borne, 100 Chemin
Sainte-Foy (Room #305), Quebec G1R 1T2。 请向张晓春报名。

去的弟兄姐妹将献上合唱：生命圣诗第 8首：荣耀归于真神。

关于给荣光堂金钱奉献的方法，详情见周报背面。

6. 感谢主，教会于每周五（6 月 8号起共 8 次课）晚 7：30-9：30
开设受洗课程，由王国才长老主领。上周五共有 15 位参加。请
大家为此恳切守望代祷，愿主保守引领！

7. 隔周六举行的英语所罗门团契圆满结束，6月 30 日有 5人出席，
1位青少年。请为未来的英语团契代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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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七月七日周六下午 3 点至 5 点在恩典堂举行“恩典堂三十周年
及成辉营牧师退休感恩会”，诚邀恩雨堂弟兄姐妹参加。5:30pm
爱宴聚。恩雨堂由谭宇松统计人数。

10. 多伦多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在恩雨堂带领的长执、同工退修会圆
满成功。双方决定伺机开展下一步合作，请继续为此代祷。

11. 恩福堂与本堂将于 8/24-8/26 合办青少年夏日退修会，有意愿
及能够参加者，请与李义赐联系。

图书室讯息

《与爸爸和好吧》

Stoop,David 大卫 ·斯托普/ H ST YBB

本书全面透视了父亲的角色，深刻阐释了“爸爸缺

席”的现像，并且透彻剖析、清楚地指出一个野蛮

粗鲁的父亲会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读者从本书中

可以学会一种 11 个步骤的方法，重拾希望，医治

并恢复与父亲的融洽关系。假如我们还企盼生命和

心灵的完整，那么就立刻踏上这趟医治的旅程吧！

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有人声称父亲的作用可有可

无，然而，当父亲从我们的生活中缺失时，我们所

受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与爸爸和好吧》将父亲

的作用完全展现出来，包括父亲对孩子的积极影响

以及伤害。斯托普博士将带领读者们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一段挣脱捆绑、

找到平安并宽恕父亲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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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聚会 纪录

常费 2642.32 宣教 285 建堂 20 合计 2947.32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06 成人：78 儿童/少年：28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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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戴我主为王(9)；赞美全能神（26）；

劳苦者得平安（191）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太4:18-22 路5：1-11 会众

证道 门徒的呼召与考验 成辉营牧师

回应诗歌 快来就主（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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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辉营牧师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事 奉 团 队 

讲员 成辉营牧师下周 吴豪传道

司会 梁帜下周 谭宇松

司事 徐永忠/林关青下周 李立/宋秋香

领诗 吕强/范天辉下周 胡海涛/董波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

传圣餐 刘永江/林关青/吕强预备 赵倩/沈玉娟

新人接待 叶美华/徐永忠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餐勤 张雪薇/董波下周 姚强/张蔚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刘芳晓/吴惠钦/李义赐/张俭

胡海涛

长执同工扩大会议

下周

王静/朱玢/海亮/刘伟杰

张晓春

基督超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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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8 日 逃离与争辩
经文：创世记 31:44—47

（拉班回答雅各说）：「现在，来吧!让我和你立约，作你我之

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对弟兄们说：「大家来

堆积石头。」他们拿石头堆成一堆，于是在那里，在石堆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累得。

创世记 31 章可分为二段：(1)逃离（1—21 节），及(2)争辩（22

—55 节），记载雅各携家带眷逃离岳父家，及拉班追赶雅各，二人

争执，最后以立约结束。

雅各逃离岳父家，有外在及内在的印证。一方面拉班的儿子们

抱怨雅各夺去他们家的财富，而拉班的脸色也大不如从前。另一方

面，雅各得神启示，祂是伯特利的神，已照祂的应许赐福雅各，现

在祂打发雅各回本乡去。关键语词是神对雅各说：「我必与你同在」

（wā’ehyeh ‘immāk，3 节），对比「雅各见拉班的脸色，待他不

如从前了」，原文直译拉班的脸「不与他同在」（’ênennû ‘immô，

2 节）。

拉班追赶雅各，情节紧张、扣人心弦，所用词汇都是军事术语，

显示二人好像敌人，包括：「逃跑」、「追上」、「追赶」、「支

搭帐篷」，及「把我的女儿们带走，好像用刀剑掳去一般」。争执

的重点在于拉结偷走家中的「神像」（tǝrāpîm），拉班称之为「神

明」（’ĕlōhîm），而雅各矢口否认，并称「你若在谁那里搜出来，

就不让谁活」。这神像可能是家神，代表继承权。而雅各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竟预示拉结英年早逝。

雅各情绪大爆发，他的辩解显示他是个忠心的仆人。而拉班竟

十次改他的工资，要不是神与他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

去」。拉班自知理亏，二人遂立约，堆石为证，相互祝福而别。

雅各在此预表以色列民出离埃及，前往应许地。他们原本是移

民、难民，埃及人一开始热烈欢迎他们，后来却强逼他们做奴工，

甚至要灭绝他们的种族。拉班「十次」改雅各的工资，对应法老虽

经「十灾」打击，却屡次食言，不肯让以色列民离境。雅各带着家

眷及致富的财物、羊群离境，预表以色列民夺去埃及人的财富离境。

雅各与拉班立约，是「互不侵犯条约」，而以色列民在西奈山与神

立约，却是「恩典的圣约」。

思想：您最近搬家吗?有舍不得的吗？然而不论身外之物，甚或

亲情、友情与爱情，人生不断经历「断、舍、离」，惟有神的同在

永不改变。

给荣光堂的奉献呼吁及方式

亲爱的恩雨堂弟兄姊妹：

现诚意邀请弟兄姊妹有能力、感动和负担，支持魁北克宣道会荣光

堂经费和牧者生活费，在宣教、实行大使命，在魁北克市植堂事工

上有份的都欢迎奉献给荣光堂，但请恩雨堂肢体注意，给荣光堂的

奉献是在恒常恩雨堂奉献以外的额外奉献。

奉献给魁北克荣光堂的方法 (两种方法都可以退税)：

(1) 写支票给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in Quebec,

4824, Chemin Côte-des-neiges, Bureau 300, Montreal, QC H3V 1G4

支票上写明 "for Église glorieuse" (奉献是给荣光堂的) 便可

以了

请附上个人资料，以便发退税单。

(2) 网上用信用卡

(a) 到这个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in Quebec 筹款网

站

https://www.canadahelps.org/en/charities/christian-mission

ary-alliance-in-quebec/

(b) 下面会看到

Donate to this Charity Now

选择奉献次数

Donate Now Donate Monthly

一次过奉献 每月奉献

(c) Apply your donation to a specific fund set up by this

charity

选取 6 荣光堂

6 Église glorieuse de l'ACM de Qu?bec

(d) 填上银码，下面会看到

Continue with Donation，选项

下一页填上个人资料，以便发退税单。

主内：方牧师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勇气并不意味着没有惧怕，它是指尽管有惧怕存在，

人，要有行动，就如以斯帖一样，面对危险的情况，仍然勇往直前。

2，诗歌欢唱：唱本周教的诗歌，分享如何倚靠神。

3，金句时光：玩【老师的金杖】复习背诵本周金句。

4，优点轰炸：本周分享家中长辈的各项优点。

5，精心时刻：在图画纸上画出自己目前的困难，分享自己应该怎样，

解决这些困难？

6，感恩列车：全家人聚在一起，思想本周，一件感恩的事，彼此分

享。

7，祝福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帮助我解决困难，我知道你会

给我勇气，使我勇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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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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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经文 
太4:18-22 路5：1-11

 本周金句 
申4：1-2，14

1 以色列人哪，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

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

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2 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

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14 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

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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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