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主 日 崇 拜

事

分

享 

2018 年 12 月 09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1. 感谢吴豪传道证道，愿主赐福并亲自引领他的服侍道路。


宣召

虔 卑 敬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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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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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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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唱

主在圣殿中


诗歌
宣告
祷告

读经
证道
回应诗歌

以弗所书6:10-13
属灵的争战
将最好的献与主（462）

宣告
颂赞
祝福
布告

会众
司会

会众
吴豪传道
会众

家事分享

上周 奉献/聚会 纪录
常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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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开始时间将为 13：30。由于地主堂开工推迟，具体转址日
期待定。 交通方式：

1178.53

宣教 240

建堂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10

合计 1418.53

成人：80 儿童/少年：30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9

心得·建议·代祷

5. 下周（12 月 16 日）为恩雨堂福音主日：人生何求。讲员为恩典
堂的何刚长老。请大家恳切代祷，并广邀慕道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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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争战的真实
2. 认识我们的敌人
2. 在主里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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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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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怀 相 交 
主祷文
三一颂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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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代同等组织的祷告月
正火热经行中。请大家积极参与。

奉 献 回 应 

历代志上 29：11、13


讲员
司会
司事
领诗
司琴
新人接待
餐勤

赞 美 敬 拜 

普世欢腾（89）；
世界的真光（179）；耶稣，我来 (207)
使徒信经
为崇拜祷告
 


奉献

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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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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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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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奉 团 队 

吴豪传道 下周
林关青 下周
李立/张蔚 下周
胡海涛/张雪薇 下周
朱沁怡 下周
黄春生/李树荣 下周
董波/朱瑞婷 下周

何刚长老
张晓春
霍敬东/赵倩
范天辉/吕强
李春晖
梁帜/李舒平

儿童主日学 刘芳晓/吴惠钦/李春晖/周敏琪
梁帜 下周
少年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士师记：基甸-功败垂成

何婧怡/朱沁怡/杨姮/朱玢
徐永忠

张蔚/姚强

士师记：世俗化的挽歌

恩雨堂各小组聚会信息，欢迎大家参加

3，周日下午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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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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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张晓蕾、杨鹏、高文靖 3 位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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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恩雨堂与恩福堂合办的 2018 圣诞晚会：寒冬中的曙光，将于 12
月 23 日晚 7：30，在恩雨堂现址举行。邀请卡已出。请大家积
极参与晚会的各项事工，利用圣诞季节，广为邀请，广传福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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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崇拜结束后诗班照常排练。

小组团契
信心
蒙恩
长青团
方舟
Lachine
复兴
信实
姐妹组
以诺（少
年）
提 摩 太
（青年）
图书馆

组长
林关青
徐永忠
黄春生
吕强
胡海涛
梁帜
刘永江
叶美华
陈怡君

聚会时间
隔周六晚 7：30
隔周六晚 7：30
隔周一 12：30
周五晚 7：30
隔周六晚 6：30
周五晚 7：30
周六晚 7：30
周三 1：00pm
周六晚 5：30

聚会地点
Saint-Laurent
教会
教会
西岛各家轮流
胡海涛家
教会
教会
Saint-Laurent
教会

叶美华

周五晚 7：30

教会

改建，

开放

教会

暂停

现查内容
加拉太书
启示录
马太福音
箴言
启示录
箴言
使徒行传
马太福音
探索基督
教信仰
出埃及记

2 月 11 日

谨慎处世

两个提醒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2：2
2 无论藉着灵，藉着言语，藉着冒我的名写的书信，说 主的日子已经
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分享领受： 保罗在第 2 章便讲出写这封书信的原因，他没有像前书提到提
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带来好消息（帖前 2：6），反而在这里告戒他们不要相
信主的日子已经来到。虽然保罗没告诉读者他从何得到此消息，可能也是从
提摩太而来，亦有可能是从别处得知。在前书保罗将主耶稣降临和信徒将会
到祂那里聚集的信息清楚告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帖前 4：13—17），不用
为死了的信徒担心，他们会与主永远同在，目的是提醒他们主的日子随时来
到，所以要儆醒谨慎（帖前 5：1—11）。帖撒罗尼迦信徒在这里似乎担心
自己会否已错过主的日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轻易动心和不要惊
慌。
有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能听信了冒保罗之名而来的迷惑，以为主的日
子已经来了，所以保罗首先提醒他们不要轻易动心。这里提到的灵，可能是
一种超自然的启示。就算如此或正因如此，信徒更要戒备留心，不要因为说
这些话的人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行奇迹、讲预言，便轻易动心相信他们。
帖撒罗尼迦信徒另外一个反应是惊慌，因为若主真的已经来了，他们便以为
再没有被提的希望；他们对将来发生的事亦感到迷惘彷徨，不知所措。耶稣
在马太福音 24 章亦提醒我们，选民都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迷惑的（太
24：23—27），所以我们要站稳在神话语的基础上，不要轻易动心，更不用
惊慌。思想行动：在互联网有一个网页 www.raptureready.com，每天都提
供一个所谓「信徒被提指数」。它首先列出 45 个有关信徒被提的课题，然
后按世局的趋势给予评分。当然，这个课题与指数的厘订有很多商榷的地方，
不过，对信徒亦可以有一种提醒主再来的价值。纵然指数是满分，亦不足显
示主耶稣回来已迫在眉睫，这只不过是一些人对世界局势与主再来串连在一
起的看法，信徒在这方面要小心省察。你对主再来的事实有没有轻易动心或
容易惊慌呢？

2 月 12 日

带来末世

两个先兆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2：3
3 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欺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
并有那不法的人，那沈沦之子出现。
分享领受： 那日子之前，首先出现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另外那大罪人，
就是沈沦之子亦要显露出来。在原文中，｢离道反教的事」之前有冠词，似
乎表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应该知道保罗所指的是何事，可能保罗曾向他们讲
论这方面的真理。这个字可用来形容军事上的叛乱，或对神的一种反叛，后
者是在圣经中一贯被接受的用法。当然，有人将这字翻译为「离开」，然后
以此作为教会先被提，大罪人才显露出来的依据。笔者对这个译法有很大的
保留。反而认为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描写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撒但与他
的使者会攻击神和祂的跟从者，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作出终结前垂死
的挣扎。
在这节经文中，大罪人亦被称为沈沦之子，在第八节称为不法的人。但
以理先知的形容是小角（但 7：8）；约翰称他为那敌基督者（约壹 2：18），
他亦是启示录第 13 章的兽。教会历史对这大罪人的身分有很多不同的揣测，
通常都是指当代一些十恶不赦的坏人，正如约翰亦提过有很多敌基督（约壹
2：18）。历史上，很多形形色色的坏人成为撒但的工具，完成魔鬼的工作。
不过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不是经常在历史中出现的坏人，而是在历史终结前
出现的大罪人。思想行动：帖前 5 章与帖后 2 章似乎对将来耶稣再来的看法
有些不同。那里保罗指出关于那时候和日期，不用人写信给他们（帖前 5：

1）。但在帖后 2 章，保罗又自己提出一些新观念，其实这只是反映信徒对
这方面的认识必需不断在神真理的亮光下更新，因为撒但像咆哮的狮子会藉
着不同的假先知，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信徒，所以信徒要慎思明辨，努力追
求，不要被歪理诱惑失去真的盼望。你对追求真理有没有松懈？

2 月 13 日

不可一世

两个形容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2：4
4 那抵挡者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
神的殿里，自称为 神。
分享领受：解经家对神的殿有不同解释，亦衍生出对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有不
同看法，包括耶路撒冷圣殿必须重建，以致敌基督可以在圣殿内不可一世，
耶稣才回来。但保罗其实是用一个当时犹太人的盼望作为架构，去安慰面对
逼迫的帖撒罗尼迦信徒。当他写这封书信时，圣殿仍屹立，所以保罗透过此
形象去加深那盼望的具体性，不一定需要表示末世来临前圣殿一定要存在，
保罗的重点是凸显这敌基督的自大狂妄。
撒但在过往的世代藉着不同的人物和学说去敌挡神，最后在人类历史的
尽头，透过敌基督，将这对抗发展到顶点。这节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狂妄大罪
人有两个形容。首先他抵挡主，高抬自己。他不单高傲，更抬高自己到超过
一切，自称为神的地步。当然，这一切称为神的，只不过是魔鬼用来迷惑人
的工具；而这些假神们的另外一个作用，是 凸显出敌基督超越的地位，使
人以为他是众假神中最大的。第二个形容是这个大罪人坐在神的殿里，自称
是神。他不单要超过一切假神，其野心更大至要在神的殿中荣耀自己，在历
史上亦有类似的出现，例如主前 168 年的希腊王安提阿四世及主后 47 年的
罗马王卡里哥，他们不只满足于在神的殿里树立代表他们的图象，更要高坐
在一宝座上。耶稣亦预言在末世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可
13：14）。末世最大的反叛，是对神的荣耀和主权作出挑战。思想行动：高
抬自己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特性。在众多与过多的选择文化背后，宗教可以变
成一种个人的体验。正如有人提出现代人的信仰，不在乎是否相信基督在历
史中曾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只在乎个人生命是否体会某种复活更新的经历。
现代人所谓的属灵经历可以是按摩浴池式，令疲乏的身、心、灵得以舒畅的
过程。在今天这种高举个人权益、祟尚自我中心、践踏谦卑的风气下，若有
人向神委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及凭圣灵、按圣经行事，那实是一股罕
有的抗衡力量。你愿意吗？

每日七分钟，活动补给站
1，圣经时间：复习本周圣经故事，多用问号请教小孩,对孩子的领受多给肯
定和鼓励。
2，诗歌欢唱：小孩分享儿童主日学教过的诗歌给家人听，用轻轻的哼

唱和打拍子等肢体动作参与,陪伴,孩子会对唱诗歌有更多的乐趣。
3，金句时光：鼓励孩子将本周金句背熟，并将金句写在专用白板上加
上插画，挂在孩子喜欢的地方，常常欣赏，复习。
4，优点轰炸：每人将其他家人最近的一个优点写在一张纸上;大家轮
流说出来，每个人依序对轮到的人念出他的优点并说明原因。
5，精心时刻：请父母分享一个童年的往事，说说关于曾经犯过错，后
来怎样改过来的经过。
6，感恩列车：家人彼此分享本周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7，祝福祷告: 家人轮流分享需要代祷和祈求神祝福的事项，写在祷告
本上，在周间常常祷告，下周可以分享神在这些事上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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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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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6:10-13

 本周金句 
以弗所书 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
刚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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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