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19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 时 0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今天是圣诞主日，也是普世欢庆，记念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用赞美的诗歌、福音的信息和得救的见证来

敬拜荣耀的主！

2.欢迎首次来恩雨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愿父神赐福予你及你的

家人！请填写『来宾卡』，以便保持联络。

3.在今天的聚会中，将有邢可、王丽红、梅凝思三位姐妹受洗归

入主的名下，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保守祝福她们在基督里的

新生命日日更新，恩上加恩！

4.教会的主日崇拜讲台现在围绕旧约创世记和新约马太福音的查

考展开，盼望藉着系统的圣经教导，也结合各小组和弟兄姐妹个

人灵修的跟进，使我们教会扎根在神真理话语的基础上，也让我

们更多认识神藉这全备启示的福音所要显明的旨意。

5.教会同工团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寻求，为恩雨教会 2020 年

的事工方向有合一的领受，就是：扎根真道，活出主爱。盼望弟

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更加渴慕追求，把生命的信仰建立在福音的真

理上，并将耶稣的爱在生活中活泼地见证出来。

6.教会在 12 月 31 日晚上 9：00 至 12：15 将举办迎新年半宵祷告

会，邀请大家一起来数算过去的一年神在我们身上数不尽的恩典，

也一起来寻求新的一年神在恩雨教会和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和祝

福。期盼有许多弟兄姐妹能来参加。

7.因圣诞假期，下周四（26 日）晚上教会祷告会暂停一次，请互

相转告。

8.地主堂装修工程最新进展：副堂的厕所从今天起已可使用。明

年 1月 12 日主日崇拜将移至副堂进行，届时主堂崇拜大厅将开始

装修。请大家遵守恩雨堂教会装修期间敬拜管理规则（周报背面）。

9.感谢主的带领，昨晚恩福恩雨圣诞音乐福音晚会蒙主祝福，满

有果效。许多慕道朋友与我们一起同颂主恩，也听闻福音的好消

息。有 400 人参加，11 人决志信主，愿主亲自栽培那撒下的种子，

能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

10. 下周主日（29 日）崇拜结束后将召开教会长执同工会，请各

位执事、各事工组、各小组团契负责同工预留时间参加。

11. 请在代祷中记念教会身体有软弱的肢体，以及弟兄姐妹家人

中身体有病的，求主的怜悯医治临到他们：崔九红姐妹，隋洁姐

妹的父亲，天辉姐妹的哥哥范天光，忻婷姐妹的大姐忻艳，陈云

鹏姐妹，徐永忠弟兄的外甥女吴影。(未完转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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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会 林关青 周四晚 7：30 教会 诗篇

长青团 黄春生 隔周六 13:00 教会 马太福音

姐妹组 陈菲比 周三 1：00pm 姐妹家 创世记

方舟 吕强 周五晚 7：30 西岛各家轮流 路加福音

复兴 梁帜 周五晚 7：30 弟兄姐妹家 申命记

迦南 陈菲比 隔周五晚 7：30 Laval各家轮流 创世纪

信心 杨沛 隔周六晚 7：00 St-Laurent 区

各家轮流

创世记

蒙恩 徐永忠 隔周六晚 7：30 弟兄姐妹家 创世记

信实 刘永江 周六晚 7：00 教会 创世纪

以诺（少

年）

陈怡君 周六晚 5：30 教会 马太福音

提摩太 叶美华 周日下午 教会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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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 宣教 40 感恩 100 建堂 5 合计 1695

上周主日聚会人数总共：148 人 成人：105 儿童/少年：43

周四守望祷告会人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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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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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上十六：23-25）

司会

同唱 主在圣殿中 众立

 赞 美 敬 拜 

诗歌 平安夜；普世欢腾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献诗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诗班

 

读经 路加福音 2:1-16 会众

证道 圣诞，耶稣在哪里？ 蔡传道

回应诗歌 齐来崇拜 会众

洗礼 王丽红/梅凝思/邢可；见证分享：邢可 蔡传道

献诗 最美的礼物；天上的家；全然美丽 儿童主日学

 奉 献 回 应 

祷告、奉献 哥林多后书 9：7-8 会众

 关 怀 相 交 

家事分享 司会

宣告 主祷文 会众

颂赞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蔡志明传道

 事 奉 团 队 

讲员 蔡志明传道 下周 蔡志明传道

司会 王国才 下周 梁帜

司事 梁帜/张蔚 下周 霍敬东/赵倩

领诗 王长发/范天辉 下周 张雪薇/张利春

司琴 李春晖 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王稼君/叶美华 下周 梁帜/魏倩

儿童中班

儿童小班

刘伟杰/梁宇浩/刘伟豪

周敏琪/张俭
下周

张心怡/侯恩溢/李义赐

吴惠钦/金国花

少年主日学 林关青 下周 张晓春



恩雨堂教会装修期间敬拜管理规则

恩雨堂所在的 St-Mark church 于 2019 年 8 月开始装修。计划

如下:第一阶段:8 月 5 日开始装修除大堂以外的部分；计划 12 月底

结束；第二阶段: 大堂翻修，计划 2020 年 1-3 月底。同工会决定，

翻修期间主日崇拜仍在恩雨堂现址进行，现制定安全管理规则如下，

请会众遵守。

(1) 以敬畏神的心和分别为圣的心参加主日敬拜，早到教会的请在

座位上为主日崇拜祷告。

(2) 主日崇拜中司事、主日学老师和值日长执佩戴名牌，随时制止

干扰大堂敬拜秩序的行为和有安全隐患的行为。

(3) 司事和主日学老师处有应急救护包，李春晖为急救员。

(4) 崇拜结束后家长要及时到教室领走并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5) 请家长作出榜样，时常教导儿女要有敬畏神的心。

(6) 请家长提醒子女，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A 听从佩带名牌的同工安排和指挥。

B 不允许在教会的任何地方追逐打闹，尤其是施工的场地不能

随便进入，注意看安全标示。

C 不得擅自挪移、变更、损坏安全标志和设施；要爱护公物。

D 没有大人陪同，不能擅自离开教会到外面玩。

E 大人儿童一同敬拜时，要听从主日学老师的座位安排。家 F

长也可以向主日学老师提出，带子女在身边一同敬拜，请 教导

孩童积极参与敬拜，安静地聆听讲道，不要干扰其他会众。

(7) 同工会将及时通报装修进展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规则作出修

改。

请大家彼此相顾，激发爱心，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赞美主!

以马内利!

恩雨堂长执同工会 2019 年 2 月

(续接家事分享)

12.守主日敬拜神是我们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本份，盼望恩雨堂弟兄姐

妹都存敬畏感恩的心，每个主日来教会与大家一起敬拜、领受神的

话语和祝福。也请弟兄姐妹都能提前到达，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参

与敬拜。

从 2019 年 10 月第一个主日（10 月 6 日）开始，

主日崇拜程序调整如下：

1. 宣召: 代上十六：23-26 宣召结束后司会请会众一同站立

2. 同唱：主在圣殿中 众立

3. 诗歌敬拜： 众立

3a.宣告： 使徒信经 众立（圣餐主日）

4. 祷告：为崇拜祷告 司会 众立

4a 诗班献诗 众坐（圣餐主日）

5. 读经： 众坐

6. 证道： 众坐

7. 回应诗歌： 会众 众立

7a 圣餐： 基督徒 （司事在聚会结束以后才

收杯）

8. 奉献：（司会宣读：哥林多后书 9:7-8，非基督徒和来宾若不明

白风险的意义，不必奉献。司事同时走到前台，做奉献祷告后收奉

献）众坐

9. 家事分享： 众坐

10. 起立宣告：主祷文 众立

11. 颂赞、祝福：三一颂 众立

12. 散会: 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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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188

蔡志明传道：: :(514)5755518

网址及电邮: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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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经文 
路加福音2:1-16

 本周金句 
以赛亚书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

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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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