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崇 拜
2019 年 01 月 27 日中午 12 时 3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蔡志明传道证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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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9 年教会主题: 装备信徒、建立小组、活出盼望。2019

事工重点：活出盼望

4. 为让成长中的青少年慢慢适应大堂敬拜，从 1月起，大班的青少

年会参加每月圣餐主日大堂敬拜。三个月后再检讨果效。愿主亲

自引领他们的人生之路。

5. 感谢主,上期受洗课学员有张晓蕾、杨鹏、高文靖。1月 27 日将

安排洗礼，请代祷并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观礼。

本期洗礼课程已于 1 月 11 日正式开始，有 4位参加：徐林/孙秀

萍夫妇和申楠/张宝红夫妇。马敏宁（因回国）和郭瑞（因学习）

转入下期受洗课程。有意者请向王国才报名。愿主保守他们信主、

爱主、跟随主的心志。请大家恳切守望代祷！

6. 2 月 5 日为中国新年，2月 3日主日后一人一菜聚餐，请广邀亲

戚朋友同事同学来参加主日敬拜，享用爱宴。

春节期间的几个主日当中有献诗的家庭和小组请向谭宇松报名。

7. 2019 年 1 月 27 日召开长执同工会，请代祷。议案请发 Email：

worship@enyualliance.org

8. 2019 年 3 月将召开恩雨堂会员大会，1月 27 日前进行会员登记，

由吕强组织行政组/关顾组进行，请大家积极参与。

9. 主日崇拜后诗班练习诗歌：人生的福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10. 2月8-10日恩典堂将举办Reset Winter Retreat青年培灵会: Is

Jesus Worth It. 鼓励年轻人参加，费用$120。若经费有困难或

需详情，请与成加庆传道联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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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有变更地址的会众和新会众，请按奉献封要求的资料(地址/电

话等)补充完整， 以便财务发放 2018 年的报税单据。请留意副

堂公告栏奉献汇总表，以便心中有数，作个乐于奉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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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各家轮流 加拉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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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宣教 100 建堂 550 合计 1758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84 成人：63 儿童/少年：21

上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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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诉说祂

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祂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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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耶和华

创造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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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代上十六：23-28）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神的路最美善(48)；那双看不见的手；耶稣不改变(279) 会众

宣告 使徒信经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使徒行传 1:12-26 会众

证道 小组之道 同心仰望 王国才长老

回应诗歌 同路人 会众

洗礼 张晓蕾、杨鹏、高文靖 成辉营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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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才长老 下周 成辉营牧师

司会 谭宇松下周 王国才

司事 徐永忠/梁帜 下周 霍敬东/赵倩

领诗 胡海涛/董波 下周 王长发

司琴 张心怡下周 李春晖

传圣餐 胡海涛/刘永江/徐永忠

新人接待 梁帜/陈菲比下周 徐永忠/谢文清

餐勤 王静/谢文清下周 一家一菜新年爱宴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隋杰 /张俭/魏倩/侯沛然

陈菲比
下周

朱玢/侯恩溢/刘伟豪/刘卓

大堂敬拜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6/
http://www.fungclass.net/S_letters/06/
mailto:worship@enyualliance.org


2 月 24 日 勤奋作工的榜样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3：7—9
7 你们自己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当中从未懒散过，

8 也从未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使你们中间有人受

累。

9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而是要给你们作榜样，好让你们效法我们。

分享领受：保罗在这段以自己与同工的表现作为帖撒罗尼迦信徒

在工作上的榜样。在前书 1：6节及 2：14 节，保罗曾称赞他们效法

自己及犹太地的众教会，但这里更清楚列出效法的内容，就是保罗

与同工工作的态度。其实在帖前 2：9节保罗亦表明自己在他们当中

曾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亦在帖前 4：11 节鼓励他们亲手作工办自己

的事。

保罗在 2：7再次像前节用懒散（新标点和合本译作不按规矩而

行）来形容信徒需要远离的弟兄，他重复的形容是想凸显这班人行

为的荒谬，与自己却是按规矩的对比。保罗第二方面的榜样是不白

吃人的饭，饭的原文是面包，这里译者本土化地用饭来形容。无论

是什么食物，这里指出因着这班弟兄占人便宜，教会便失去和谐与

合一，所以保罗提出自己的榜样，更提到他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

他在帖前 2：9 节亦这样提过。保罗可能只在帖撒罗尼迦逗留三个安

息日之久（徒 17：2），无论怎样，他与同工应该不能够停留太长，

因为有极端犹太教徒的攻击，但他们都能表现一种辛勤劳苦，从早

至晚竭力工作的态度，而目的就是连一个帖撒罗尼迦信徒都不想连

累。虽然保罗有理由运用权柄，正如帖前 2：6节曾提过的，他却甘

心放下身段，成为信徒的榜样。

保罗与他的同工教导我们一个很实用的真理，就是人不单需要

工作，更要辛劳工作。保罗有足够的权力与理由停止工作，因传道

人可从受教的人接受供养，而且工人得工价是无可厚非和应该的。

保罗虽然知道他有这种权利，但他却没有选择去运用。因为他不想

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有一人受累。保罗是一个先锋，他在一些新的工

场宣教传道，然后建立教会。保罗不想这些刚脱离外邦偶像进到真

神面前，以及刚认识属灵真理的人，去肩负支持他和同工的生活所

需。之后他从腓立比教会得到供应，才不用兼职织帐棚来维持生计。

保罗特意为别人留下榜样，以致他们明白怎样叫人可以不花钱而得

到福音的好处。
思想行动：作为一个牧师，我看工作是一个召命，亦不介意多工作，因工

作不单有意思，也给我很多挑战与喜乐。不过，有人可能会如此说：「你的工

作可能这样，但我的工作却非常规律化，需要不断地做重复的事，令我非常厌

倦。」不错，有些工作的确如此，但圣经对这些情况的答案却是：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西 3：17）。你有这种态

度吗？

2 月 25 日 安静作工的吩咐
经文默想：帖撒罗尼迦后书 3：10—12
10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

饭。

11 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懒散，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

事。

12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并劝戒这样的人，要安分做工，自食其力。

分享领受：保罗首先在第 10 节提出他过往的一个吩咐，就是不肯作

工的人不可吃饭。虽然帖撒罗尼迦前书没有记载这个吩咐，但信徒

应该知道保罗在他们那里时口传留下的吩咐。

请留心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若有人不能做工」，他说的是「若

有人不肯做工」。有些人不能够工作可能是没工可作，或失去了工

作能力，这些人实在需要我们的帮助，保罗并不是指这种情况。然

而，今日仍然有些可以工作的人宁可不作工，因为他们觉得行乞或

讹骗其他人的钱来得更容易！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提醒我们：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

贷的亦不可推辞（太 5：42）。我相信耶稣所提及的与保罗这里提及

的应该不是同一类人。保罗说，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发现有些人能

够工作却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帮助他们，甚至连食物也不要供应给

他们。

保罗说，倘若他们不愿意工作，就让他们挨饿。保罗使用这种

颇为激烈的做法，其实是要禁止更坏的情形发生。他担心若纵容这

班人，他们便会成为闲人，爱好专管闲事；并参与一些不应参与的

事，以致在教会引起麻烦，挑起争端。保罗在 3：12 节甚至带着少

许斥责的口吻吩咐这些人去找工作，然后安分守己，默默耕耘，以

致可以为自己换取生计。

保罗在 11 节用了语言的技巧去凸显嘲弄这班懒散的人，什么工

都不作，反倒专管闲事，原文是不肯作事却周围生事。他们不只游

手好闲更是多管闲事！所以保罗在 12 节提醒他们要安静作工。安静

作工不是表示作工时要沈默不作声，却指不要骚扰别人滋生事故，

叫所处的群体产生混乱纷争、到处传播小道消息流言蜚语。
思想行动：社会上不少人有工作狂的倾向，他们只顾工作而忽略其他重要的

生活领域，但亦有很多人的工作态度是得过且过，懒闲散漫的。你今日工作的

态度是否安静，专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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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分享本周儿童主日学教的圣经的故事给家人听，

多用问题请教孩子，对孩子的领受都给肯定和鼓励。

2，诗歌欢唱：分享儿童主日学教过的诗歌给家人听

3，金句时光：鼓励孩子将本周和前三周的金句背熟，复习。

4，优点轰炸：轮流对家人说：【我很高兴听你说---，因为------】
5，精心时刻：请彼此分享什么是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并说一说喜欢

的原因，

6，感恩列车：家人轮流将双手背在后面，用嘴巴咬一只洗干净的彩

色笔，在纸上写【爱】这个字，再说说感受，并为我们有健康的双

手感恩。

7，祝福祷告: 家人轮流分享需要代祷和祈求神赐福的事项，写在

草稿本上，在周间常常祷告，下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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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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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9 主题:装备信徒,建立小组,活出盼望 

 2019 年度事工重点 - 活出盼望 

 本周经文 
马可福音 2:1-12

 本周金句 
歌罗西书 1:28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

里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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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