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9 月 2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马金平牧师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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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Mark church（地主堂）2018 年 11 月改建，前期预备很
快开始，请为此代祷，近期首先要清理图书室，并寻找临时聚
会地点。

5. 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恩雨堂各个小组团契聚会。

6. 教会图书室因翻修暂停使用，恢复后会及时通知大家。

7. 欢迎弟兄姐妹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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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感谢主，8 次受洗课程已讲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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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不少人因回国/工作有缺课，会尽快补上。其中王玲、马媛

和刘敏已于堂庆主日受洗。廖嘉琦、王花香和赵慧敏还想多了

解，暂不受洗。其它学员浸礼暂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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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加拿大华神课程【一般书信】9 月 24-29 日（周一至六，含延伸
制和硕士班)将在恩雨堂举行，讲员是刘加恩教授。9月 29（六）
晚 7：30 有公开讲座【生命泉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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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中心步行籌款已於上星期六圓滿舉行，約 110 人參加，共

籌得約 2 萬元，所有款項將撥入購買新辦公室之用。謝謝大家

的支持及參與！

11. 恩福堂与本堂合办青少年夏日退修会，三天两夜，已于 8/26 圆
满结束。主题是：Surrender 降服；讲员是：靳天聪传道（晨光
长老会）；参加人数共 58 位，其中本堂 15 位。愿主带领并赐
福每一位参与者。

图 书 室 讯 息

《让孩子自信过一生》

Dobson, James 詹姆士·杜布森/I DO RHZ

漂亮宝贝，人见人爱；天才小子，前程可期。美

貌、聪明与财富是社会判断个人价值最重要的因

素，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深受此价值体系之害，

埋下自卑的情结，却也不自觉地以此来衡量其他

人的价值。每个孩子生来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

应该得到权利、受到尊重，而这绝对是可以做到

的。本书提供一套建立孩子自信心的实用策略，

从幼儿期、儿童期到青春期，逐步建立孩子的自

信心与自我价值观，有了这两项武器，孩子就可以抵挡社会中无处不在、

伺机而动的各种打击与挫折。

 图书室因翻修暂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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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宣教 40 建堂 680 合计 1855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96 成人：145 儿童/少年：51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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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大纲 

1. 遵主吩咐，一直烧着

2. 归主为圣，常常烧着

3. 于主献己，不断烧着

 虔 卑 敬 拜 

宣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祂的名，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

要向祂唱诗、歌颂，谈论祂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祂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祂的能力，时常寻求祂的面。（代上十六：8-11)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宝贵十架；耶稣领我（317）；

HI-NE-NI 我在这里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利未记6:8-13 会众

证道 常常烧着的侍奉 马金平牧师

回应诗歌 献己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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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平牧师

布告 家事分享 司会

 事 奉 团 队 

讲员 马金平牧师下周 杨程皓传道

司会 林关青下周 徐永忠

司事 霍敬东/赵倩下周 张蔚/姚强

领诗 张雪薇/董波下周 范天辉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

传圣餐 刘永江/吕强/伍德力预备 赵倩/沈玉娟

新人接待 叶美华/魏倩下周 梁帜/李舒平

餐勤 刘代同/吴惠钦下周 张晓春/许雁珠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刘伟杰/王静/刘伟豪/刘卓

梁帜

基督立新约超越旧约

下周

周敏琪/吴惠钦/陈诗元/朱玢

林关青

新活路与新生活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4/


1 月 13 日 强暴与报复
经文：创世记 34:25—29

到第三天，他们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

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不动声色地来到城中，把所有的男丁

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走，

就离开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污辱，就来到被杀的人

那里，洗劫那城，夺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以及城里和田间

所有的；又俘掳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孩童、妇女，以及房屋中所

有的。

许多教导教会历史的老师，不喜欢讲十字军东征，因为这是教会历

史最黑暗的一页。而以色列先祖雅各家最黑暗的一页，就记载在创世记

34 章。

雅各一家回到迦南，定居示剑城，他的女儿底拿想与当地女子交往，

不料竟然发生强奸、诡诈、血腥报复的一连串悲惨事件。这是激化的对

立，造成灵魂的消逝。

(1)底拿：创世记只有本章讲到底拿的事迹，事件由她而起，剧变

因她而生。她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全篇未记载她发声，而惨案发生后，

她的命运也被淹没在父兄的忿怒中，更无人关心她的伤痛。

(2)示剑：他与所住的城同名，他的命运也与城紧密相连。他放纵

情欲、强暴底拿，是个典型的骄纵青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他似乎真心喜爱底拿，甚至愿付一切代价娶底拿为妻，只是他为情欲所

胜，不顾社会规范，连累家人和无辜邻居，全都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3)哈抹：是个溺爱儿子的父亲，儿子犯错他不指正，儿子要求他

百依百顺。他对雅各家人和示剑城里的人讲论通婚，全不考量道德与信

仰，只计算双方的利益，最后人财两失，全城遭祸。

(4)西缅和利未：他们是底拿的胞兄，气愤妹妹受到玷辱，用诡诈

的话回应哈抺与示剑，假宗教的礼仪要求行残酷的杀戮，雅各在临终遗

言中仍严厉指责他们的暴行。

(5)雅各其他儿子：他们对妹妹受辱同感愤慨，他们虽未参与杀戮，

却洗劫全城，夺走牲口、财物及孩童、妇女。

(6)雅各：他放弃家长的权威，沉默面对女儿受辱，放任儿子残忍

报复，却只有口头无力的谴责。对比后来约瑟遭害，便雅悯要被带往埃

及，他的激烈反应，此时的雅各似乎过于软弱。难道只因底拿是「利亚

的女儿」?（1节）或是他看见自己的罪追上自己？

思想：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吗?有人曾说：「德国有巴赫与

歌德，也有希特勒与艾克曼。」每个国家都有光荣的事迹，也有黑

暗的时刻。惟有认真面对过往，才能塑造光明的未来，建立伟大的

国度。

1 月 14 日 还愿与自洁
经文：创世记 35:1—4

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

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雅各

就对他家中的人，以及所有和他一起的人说：「除掉你们中间外邦

的神明，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

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在我行走的路上

与我同在的上帝。」他们就把手中所有外邦的神明和自己耳朵上的

环子交给雅各；雅各把它们埋在示剑那里的橡树下。
创世记 35 章有好几个故事，可按地理分为三段，其中各记载一个

人死亡与安葬：(1)从示剑至伯特利，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过世（1—15

节），(2)从伯特利到以得台，拉结难产亡（16—26节），(3)希伯仑，

以撒寿终（27—29 节）。全章主题「生命与死亡」，叙事上，结束了雅

各的主要故事。接下来各章虽偶尔提到雅各，但都以他众儿子的事迹为

主。

创世记多次讲到列祖筑坛，但只有本章是上帝吩咐人筑坛。这是因

为雅各曾向耶和华许愿（创世记 28 章），现在耶和华已经成全（神与

他同在，供应他衣食，带领他平安回到应许地），上帝吩咐他要还愿。

有几点值得注意：

(1)许愿当还愿，否则比不许愿还不好（民 30:2；传 5:4）。

(2)蒙恩要感恩。神的顾念超乎所求所想，雅各一家虽然经过诸多

波折，终于回到迦南地。而且雅各自承，原本出去时是孤身一人，现在

已经妻儿成群、牛羊无数。

(3)当了结以往。雅各吩咐全家人三件事：(a)除去一切外邦神明，

表明独一神信仰。这里包括劫掠示剑城所得的偶像，以及拉结从家中偷

来的神像。(b)自洁及(c)更换衣服。洁净身体，代表洁净内心；更换衣

服可能指除掉示剑城的血腥。雅各把这些神明偶像，全都藏在示剑那里

的橡树下，暗示废掉这些神像的作用，亦可见拉结偷神像的虚妄。

相反的，雅各带领全家来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那地方

起名叫「伊勒.伯特利」（’ēl bêt ’ēl，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

象征雅各灵性的进步，从经历神圣之地（「神的殿」），进入到与神个

别的、深入的关系。利百加的奶妈死了，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下，象

征雅各家中所有人，包括地位不那么重要的奶妈，也进入神的家中。

思想：你曾向神许愿并还愿吗?礼拜者当圣洁，「非圣洁，人不

得亲近神」。以后摩西在西奈山带领百姓与神立约，吩咐百姓先要

自洁（出 19:10）。人当以洁净来回应圣洁的神，这不单是个人的事，

也是全家人的事。家长当起来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

奉耶和华」（书 24:15）。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复习圣经后，鼓励孩子【永不放弃】一切的希望，唤

出孩子内心的斗士，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对神充满信心的人，也

能对自己充满自信。

2，诗歌欢唱：分享本季教过的诗歌。

3，金句时光：玩【金句拼字】，复习背诵本周金句。

4，优点轰炸：说出家人的一项优点，彼此拥抱鼓励。

5，精心时刻：预备图画纸、各色颜料，玩【指印】画。？

6，感恩列车：分享目前【最需要人帮助的一件事】，家人彼此代祷

感恩。

7，祝福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用信实和慈爱带给我们盼望，祢

的恩典够我用，我愿用信心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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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记6:8-13

 本周金句 
利未记6:12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

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