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日 崇 拜

 家

2018 年 7 月 15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宣召

虔 卑 敬 拜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祂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祂的
荣耀，在万民中述说祂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祂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惟独耶和华创造 司会
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祂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祂圣所。民中的
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
(代上十六：23-28)

同唱

主在圣殿中


诗歌

今要主自己（393）
为崇拜祷告


读经
证道

歌罗西书3：5-17
勇于不同的生活

回应诗歌

惟独耶稣（86）


奉献

宣告
颂赞
祝福
布告

讲员
司会
司事
领诗
司琴
新人接待
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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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雨堂各个小组聚会信息刊登在周报背面，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6.

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恩雨堂的各项服侍，恩赐为主所用。近期会
进行调查填表及分配事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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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受洗班的共有 15 位：
柴嘉瑞、姚科成、金海晗、李文浩、张心怡、刘敏、王子昂、
赵慧敏、梁宇昊、胡旭洲、王玲、马媛、廖嘉琦、王花香、张
平。一部分因回国、工作时间等原因暂不能参加，受洗前将需
补课。浸礼暂定于 9 月 30 日在城西浸信会有成辉营牧师主礼。
请大家为此恳切守望代祷，愿主保守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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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鼓励弟兄姊妹请尽快向林关青弟兄报名。

会众
马金平牧师
会众

会众

家事分享

会众
会众
马金平牧师
司会

事 奉 团 队 

马金平牧师 下周

恩雨堂现任长执会成员（ Board of director）为:王国才长老，
张晓春长老，谭宇松长老，袁丽执事，胡海涛执事，吕强执事。
所有与恩雨堂有关的信息以长执发出为准。请大家为恩雨堂祷
告，为我们坚定信心，大发爱心，同心合一，满有盼望而祷告，
为恩雨堂的历史充满神的恩典祷告，为恩雨堂的未来全然由神
带领而祷告。

5.

关 怀 相 交 
主祷文
三一颂



2.

奉 献 回 应 

历代志上 29：11、13


司会

享 

感谢马金平牧师证道，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会众



分

1.

赞 美 敬 拜 

安稳在耶稣手中（343）；主事我万有（387）；

祷告

众立

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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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传道

梁帜 下周
谭宇松
姚强/张蔚 下周
霍敬东/赵倩
张雪薇/李义赐 下周
范天辉/隋洁
朱沁怡 下周
李春晖
徐永忠/谢文清 下周
伍德力/赵倩
刘代同/吴惠钦 下周
黄春生/黄晋
何婧怡/宋秋香/李义赐/刘伟豪
儿童主日学 周敏琪/魏倩/刘卓/侯沛然
徐永忠
少年主日学
林关青 下周
成人主日学
基督超越旧约众祭司
基督超越旧约众神仆

及能够参加者，请与李义赐联系。
10. 昨日，信实小组组织在 Lachine 公园进行 BBQ 活动，有 26 个成
人和 20 个孩童参加，其中六个家庭是新朋友,大家有美好的彼
此交通,分享神的话语，分享优美的诗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这
正是活动真实的写照!
11. 今天主日崇拜后召开长执会议。
12. 本月底在恩雨堂举办成辉营牧师退休感恩餐会，分享成牧师和
师母一家服侍主，辛勤为主做工的见证，为他们的信心，爱心，
委身献上感恩，为他们对恩雨堂的帮助献上感恩。请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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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2

宣教 4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12

建堂 50

合计 1390.92

成人：80

儿童/少年：32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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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室讯息
《圣经人名词典》
白云晓/ B BA SJR
圣经中的一些人名，给我们读者带来了一定的理解困
难。本书是供各界读者查阅的工具书。本书是依据詹
姆斯博士等人编著的《圣经百科全书》摘要编写编译
的。引用圣经的原句或原意互相释解，只有在必要时，
才先用少许历史考证，或加以说明。为了不失对圣经
的实质本意，本书在文字上也力求适应圣经上的语句，
尽量保持古老的语言风格。

 图书室开放时间 : 主日敬拜结束后 30 分钟

恩雨堂各小组聚会信息，欢迎大家参加
1， 信心小组，组长林关青：隔周六晚 7:30-9:30，地点：
Saint-Laurent 区各家轮流
内容：使徒行传 24 章轮流带查经，下次主领：张蔚弟兄。
2， 蒙恩小组，组长徐永忠，隔周六晚 7:30 至 10:00，地点在教会。
感谢主，虽然蒙恩小组的成员横垮蒙特利尔岛的东西两端，但弟兄
姊妹们心却靠的很近，特别是渴慕学习主的话语的心。目前，小组
在查考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观看大
卫鲍森的《启示录》讲解录像并分享观后感和见证，共六讲，已看
完四讲。第二阶段是小组成员轮流带领查考启示录，以便更深入的
学习和领悟主的话语。启示录第一章开头就说读这卷书和听见这卷
书就遵守的人必要蒙福。愿圣灵亲自的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得着永
恒的基业。随时欢迎还没加入小组的慕道友和弟兄姊妹加入我们，
并为小组活动献计献策。
3，长青团，团长黄春生，隔周一次，在星期一的中午 12:30。轮流
带领查考。目前人数接近三十人，下次将于 7 月 16 日，中午 12:30 在
教会的付堂，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届时将由张克新大哥带领，一
起来认识这位赐生命的救主，我们欢迎并拥抱你。
4，方舟小组，组长吕强，西岛聚会，每周五晚 7 点半至 9 点半，在
组员各家轮流聚会。最近一次有九位成人，及多位孩童。下周查箴
言第七章，是由李春晖带查。
5，Lachine 小组，组长胡海涛，隔周六晚 6:30-8:30，在 Lachine
区胡海涛家，刚查完约翰三书，轮流带领，本周 7 月 7 日是李立弟
兄。求主保守引领。
6，复兴小组，组长梁帜，聚会时间是星期五晚上 7:30-9:30，地点
主要是在教会。目前在查考到《箴言》15 章，轮流带领。本周是柯
大姐，下周是许姊妹带第 16 章。
7，信实小组组长刘永江目前每周六晚上七点半在教会图书室聚会，
由陈刚长老隔周带领查考《使徒行传》，目前查到第二章。欢迎离
教会近的慕道友和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们随时参加！
8，姐妹组叶美华的聚会时间是星期三下午一点到三点半，地点在
Saint-Laurent 区林瑞芳姐妹家现在查考马太福音。
9，以诺小组，组长陈怡君，教会，每周六下午 5：30-7：30 聚会，
7：30-9：00 用餐及整理,中学生团契，目前课程是启发（Alpha）：
十二单元探索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知识。

10，提摩太小组，组长叶美华，College 以上学生聚会，中文。时间
是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地点在教会。因有五位组员报上受洗
课，所以暑假间暂停小组聚会，准备八月底或九月初再开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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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9 日 祈祷与送礼
经文：创世记 32:9—12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
帝啊!祢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祢向仆人所
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用我的一根杖过
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祢救我脱离我哥哥的手，脱离以
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母亲和儿女都不放过。祢曾说：『我
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创 32:1—2「雅各继续行路，上帝的使者遇见他」揭开本章的序
幕，其中用语成为关键词，重复出现，把 1—21 节各小段编织在一
起。「上帝的使者」（mal’ăkê ’ĕlōhîm）对应雅各差遣「使者」
去见以扫（3、6 节）；雅各说：「这是上帝的军营」（maḥănēh ’
ĕlōhîm），并给当地起名「玛哈念」（maḥănāyim，双数名词，意思
是「双营」），对应雅各因惧怕，把家人及牲畜分成「两队」（lišnê
maḥănôt，7、10 节）。而雅各差遣仆人送「礼物」（minḥâ，13、18、
20、21 节）给以扫，也是这个字的谐音字（Wordplay）。
创 32:3—21 可分为四小段：（1）雅各差遣使者去见以扫（3—
5 节），（2）雅各因惧怕把人畜分为二队（6—8 节），（3）雅各
虔诚祷告求神拯救（9—12 节），（4）雅各差遣仆人分批送礼物给
以扫（13—21 节）。
雅各先差遣人去见哥哥以扫，而不是去见父亲以撒，显示这才
是他最担心的事。果然，以扫带着四百人一起来迎着雅各。雅各「非
常惧怕，而且愁烦」，立刻采取 A 计划，把人畜分为「两队」，盘
算着即使一队被击杀，还有另一队可逃脱。
显然这计划让他很不放心，他又转向上帝虔诚祷告。这祷告像
是诗篇的「哀歌」，包括呼求神的名（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提
说神的应许（回本地去，必定厚待他），数算神的恩惠（从孤身一
人变成两队），恳求神的作为（拯救性命），最后再提神的应许（必
定厚待他）。这也成为后来摩西因金牛犊事件向神恳求的典范（出
32:章）。
但是到了夜间，雅各又改用 B 计划，安排大批礼物送给以扫，
盼望「礼物为他开道路」（箴 18:16）。但这一切都没有作用，下一
段我们看到他还有 C 计划。
思想：思想：您曾陷入绝境时虔诚祷告，转过身又靠己力来解
决吗？请记得，惟有神的「慈爱与信实」才是人得恩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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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3：5-17

 本周金句 
歌罗西书3：11下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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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