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8 年 11 月 25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成牧师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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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主要祷告事项：1，圣诞季节，让福音进到更多人
心中。2，为下一代属灵成长，3，辞旧迎新，为恩雨堂成立将进
入 15 周年等事项。由胡海涛，林关青，刘代同等组织，请大家
积极参与。

5. Saint-Mark 地主堂装修期间临时敬拜地点为：St Peter's

Church （地址：900 Laird Blvd, Mount Royal, QC H3R 1Y8）

地主堂已建议明年 1月 6号开始. 交通方式：

1，蓝线地铁站 Côte-des-Neiges，对面乘坐 165 路 Bus（高频

车，每 5分钟一班），15 分钟到 Laird / Alexander 路口，

ST-PETER 教堂就在旁边。

2，教会附近路口 de l'Église / Cardinal，周日 12：02 和

12：32 乘坐 16 路 Bus，20 分钟到 ST-PETER 教堂马路对面。

3，周日中午 12：30 从教会坐车出发，15 分钟到 ST-PETER 教堂，

现在开始向吕强弟兄报名乘车。

6. 感谢主,新一期受洗课程已于 11 月 3日（周六）下午 3 – 5 点

在教会开课，共 8次课，由王国才长老带领。现报名有张晓蕾，

杨鹏，高文靖。想系统了解学习基督信仰基本真理者均可报名，

有意者与王国才联系。请大家为此恳切守望代祷，愿主保守引领！

7. 圣诞晚会：12 月 23 日晚 7：30，与恩福堂合办，地点：恩雨堂

现址。请大家积极参与晚会的各项事工，利用圣诞季节，广传福

音。恩雨堂圣诞晚会筹委会为：谭宇松，王长发，董波，范天辉，

胡海涛，李春晖，吕强，陈菲比，耿丽，张雪薇。

8. 欢迎弟兄姐妹积极参与恩雨堂的各个小组聚会及教会的各项服

侍，恩赐为主所用，也是基督徒灵命成长之路。请会友填好【服

侍调查表】并交吕强弟兄或赵倩姊妹，随后将进行事工分配。

9. 主日敬拜后，宋秋香姊妹追思会在副堂举行。主礼：成辉营牧

师，主持：胡海涛。

恩雨堂各小组聚会信息，欢迎大家参加

小组团契 组长 聚会时间 聚会地点 现查内容

信心 林关青 隔周六晚 7：30 Saint-Laurent 使徒行传

蒙恩 徐永忠 隔周六晚 7：30 教会 启示录

长青团 黄春生 隔周一 12：30 教会 马太福音

方舟 吕强 周五晚 7：30 西岛各家轮流 箴言

Lachine 胡海涛 隔周六晚 6：30 胡海涛家 启示录

复兴 梁帜 周五晚 7：30 教会 箴言

信实 刘永江 周六晚 7：30 教会 使徒行传

姐妹组 叶美华 周三 1：00pm Saint-Laurent 马太福音

以诺（少

年）

陈怡君 周六晚 5：30 教会 探 索 基 督

教信仰

提 摩 太

（青年）

叶美华 周五晚 7：30 教会 出埃及记

图书馆 教会 改建， 暂停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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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 宣教 感恩 建堂 60 合计 1260.00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09 成人：78 儿童/少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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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悔改的果子 (路 3:8）

二．光明的果子 (弗 5:8-9）

三．嘴唇的果子 (來 13:15）

四．仁義的果子 （林後 9:9-10）

五．聖靈的果子 (加 5:22-23）

六．福音的果子 （約 15:16）

 虔 卑 敬 拜 

宣召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祂。因

为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

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

远立定，祂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 （诗篇 33:8-11）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一生一世 ；

主我愿像你（391）；荣耀归于真神 (8)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約 15: 8-17 会众

证道 多結果子的人生 成辉营牧师

回应诗歌 惟独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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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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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金平牧师

司会 谭宇松下周 梁帜

司事 林关青/刘卓下周 徐永忠/吕强

领诗 张雪薇/李义赐下周 董波/王长发

司琴 李春晖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刘代同/魏倩下周 林关青/叶美华

餐勤 王静/谢文清下周 林关青/姚强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周敏琪/林玮/魏倩/胡旭洲

胡海涛

宋秋香姊妹追思会

下周

刘伟杰/王静/李义赐/刘卓

陈菲比

士师记：基甸-功败垂成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6/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6/


2 月 7 日 圣徒得荣 显为希奇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1：7—8 下—10

7—8 下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权能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些不认识 神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

9 他们要受惩罚，永远沈沦，与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隔绝。

10 这正是主再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就是要使一切信

的人感到惊讶的那日子，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

分享领受：

被拒绝！被抛弃！要离开主！但不是被毁灭！有些人说这些经

节的意思是当人死去时，他们亦不再存在，如灯熄灭。但圣经不是

这个意思，在这里反而说到永远沈沦，意思是失去那些使生命有意

义的东西，使生命掉进永远的失落与黑暗里。有些人喜欢以「地狱」

作为笑柄；但要知道，圣经中的「地狱」絶不可笑。主耶稣在新约

亦常讲及地狱。有些人说他们不介意去地狱，因所有的朋友都将会

在那里。他们似乎在说「地狱」只是另一个大派对，在那里可以随

意与相熟的人消遣，无人会阻止或反对。英国文学界大师鲁益斯

（C.S. Lewis） 说得好：「在地狱里，每个人都相隔着无限的距离。」

这是没有办法形容与想象的寂寞与空洞！

另外一个结局记载在第 10 节的最后一句：这正是主再来，要在

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就是要使一切信的人感到惊讶的那日子，因

为你们信了我们对你们作的见证。保罗对圣徒再加以解释：「一切

信的人」。英文新国际译本这样说：「你之所以被包括入内，是因

为你相信我们的见证。」保罗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神不会因

为我们过着好的生活而荣耀我们，圣经从来没有将根基放在此等事

上。我们的荣耀是基于我们相信的那一位（约 1：45）为我们做了奇

妙的事，那一位代替我们死；而神看重祂的死到一个地步，就是愿

意接纳我们这群时常失败的人；并给予我们与祂同享永恒荣耀的机

会。

保罗形容主耶稣的荣耀能在圣徒身上彰显，使人能为神在人类

身上所成就的事而发出赞叹。这里保罗不是形容主自己以及祂的荣

耀，而是在形容从圣徒身上反映主的荣耀，以至使整个宇宙都因而

赞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的｢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日

子」（罗 8：19）。

思想行动：主耶稣降临时要在信徒身上得荣耀，今日在祂回来

之前，你在身体、行为、心思、意念上可以怎样先去彰显祂的荣耀？

2 月 8 日 配得蒙召 神恩足够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1：11—12
11 为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 神看你们与他的呼召

相配，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

12 使我们主耶稣的名，照着我们的 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在

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分享领受：

若 1：3 至 10 节是本书及第一章的感恩段落，跟着这两节便是

一个祈祷段落，回应帖前 1：2—3 节的常为他们祈祷与感恩。不过

这两节与其说是一个代祷，不如说是一个祝愿。保罗不像帖前 3：

11—13 或 5：23—24 肯定的为他们祈祷，反而在这里先表明常为他

们祈祷，然后将祈祷目的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似乎保罗想藉着

他祈祷的内容刺激信徒迈向最少三方面的成长──呼召能被神看为

相配、透过神的大能成就良善与信心所作的工夫、并让神在他们身

上得荣耀。

首先保罗回应他在前书 1：12 提醒信徒行事要对得起召他们进

入祂自己的国、荣耀的神。跟着保罗明白虽然这班信徒信心格外增

长、相爱的心也都增加（1：3），但在困苦逼迫中仍会灰心困倦，

所以保罗祈祷神的大能将他们的美意成为事实。在 1：11 节我们见

到神人美妙的合作，神的呼召临到信徒，信徒以美意回应，但人靠

自己亦不能完成，所以神会用大能成就。

最后这个祷告内容有两个目的，一方面让神在信徒身上得荣耀，

亦让信徒在神身上得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3：18 节提到信徒在

今世透过主耶稣有主的荣耀，亦在罗马书 8：18 提到来世将要显示

给信徒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要用主再来的荣耀来看今

世面对的困难，就不足介意了。

思想行动：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不容易继续为主站立得

稳的。例如若非基督徒对你冷嘲热讽，你的确不容易去爱他（他们）。

我们虽处身于一个艰难、残忍及粗暴的世界，但我们应该时常谨记，

当我们坚守、不放弃、不容许自己堕入魔鬼的陷阱，主耶稣就会在

我们身上得荣耀。这正是使徒保罗的祷告，你有没有这个祷告？

保罗说，你也会得荣耀！现在，緃然你看不见你里面的改变，

而其他人反而看得清楚他们里面的改变，但当耶稣有一天再回来的

时候，在我们里面的荣耀便会发放光芒，这盼望实在是我们面对着

逼迫仍继续作工的动力！

《尔道自建释经灵修》 作者：陈耀鹏牧师

http://new.ltshk.net/course/view.php?id=548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阅读经文【马可福音十二 30】，复习本周圣经故事

2，诗歌欢唱：每人挑选一首本季学过的诗歌，带家人一起欢唱。

3，金句时光：背诵十条诫命，以及马可福音十二 30。
4，优点轰炸：想一想身边有哪些很爱主？说说他们如何爱主？

5，精心时刻：每人发数张纸条，想一想可送上帝什么礼物？分别写在

纸条上，为自己所送的礼物祷告。

6，感恩列车：爱上帝要有具体行动，本周内找个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打

扫教堂，让全家人能更爱主。

7，祝福祷告: 家人轮流说出，心中需要祷告的事，彼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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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5: 8-17

 本周金句 

來13:15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

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http://www.enyualliance.org
http://new.ltshk.net/course/view.php?id=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