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1 年 5 月 9 日下午 1时 0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主再次带领刘斌传道来到恩雨教会分享信息，谢谢刘斌传道一直以来对我们事工

的支持！愿主记念赐福他的服事。

2. 欢迎大家参加恩雨教会的网上主日崇拜，如果您是新朋友，也想更多了解福音，了解

教会，请直接扫描主日崇拜视频页面上的二维码，用网络填表加入。

3. 根据政府最新防疫政策，教会可以有不超过 25 人的实体聚会。考虑到有许多弟兄姐

妹希望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将开放教会进行有人数限制的实体敬拜。希望来教会

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在请点击链接填表报

备: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p4Tcj5ztDWlD8nL1CRhkBM8idHVHB1

IsTxbdk1xph3_i2Dw/viewform?usp=sf_link 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则仍在线上

（zoom ,YouTube）参加主日崇拜。愿施恩的主保守各位弟兄姐妹及家人平安！

4. 今天是母亲节主日，愿主眷顾赐福教会中所有的母亲们，记念你们的辛劳，养育敬虔

的儿女。教会也藉此发起了关顾的活动，把主里的关爱带到各个家庭。今天崇拜结束后

也邀请所有姐妹们上线 Zoom 平台互相见面交流。

5. 请继续为疫情期间要出门上班的弟兄姐妹，和返校上课的学生祷告，求主为他们预备

一个远离病毒的工作学习环境，保护他们出入平安！求主也看顾所有的长者和孩童身心

灵都健康！

6. 经长执同工会决定，向教会的奉献继续以邮寄支票或个人送支票到教会放入邮箱的方

式进行，请弟兄姐妹按圣灵的感动和自己的奉献计划，一月一张支票（请不要放现金），

奉献的内容可在支票备注（Memo）中注明（常费、宣教、建堂等，若没有注明的视为常

费）。支票支付请写：Ville St-Laurent Chinese Alliance Church，邮寄地址请写：

Ville St-Laurent Chinese Alliance Church，1650 Decelles, St-Laurent QC H4L 2E6

7.经长执会讨论决定，教会将在每一季度安排一次福音主日，从诗歌选择到讲台信息都

围绕传福音的主题。届时请弟兄姐妹努力邀请你周围的尚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第一次

福音主日将是 6月 27 日。

8.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求主医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显出奇妙的作

为，使他们在信心中更经历主的慈爱信实。

9.今天下午蔡传道将前往恩福堂证道，愿主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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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民中述说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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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荣耀的君王；奇异的爱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以弗所书 3:14-21 会众

证道 爱的根基 刘斌传道

回应诗歌 爸爸妈妈的爱 儿童主日学献诗

见证分享 母亲节分享 魏倩/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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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斌传道 下周 蔡志明传道

司会 王国才 下周 林关青

司事 暂停 下周 暂停

领诗 范天辉 下周 张雪薇/张春媚

司琴 李春晖 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暂停 下周 暂停

儿童中/小班 暂停 下周 暂停

少年主日学 暂停 下周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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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10 建堂 350 宣教 650 合计：11010.10

3 月 15 日-4 月 15 日

上周主日实体聚会人数：19 人

网络 Zoom：30 人；网络 Youtube：47 人

儿童/少年：6人

共：102 人

周四网络祷告会人数：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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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雨堂各小组聚会信息，欢迎大家参加
（因疫情原因，暂停在教会聚会改为网上 Zoom 聚会）

小组团契 联络人 聚会时间 聚会地点 内容

祷告会 林关青 周四晚 7：30 网上 ZOOM 诗篇

长青团 黄春生 周五晚 7：30 网上 ZOOM 马太福音

姐妹组 吴惠钦 周三 1：00pm 网上 ZOOM 出埃及记

复兴 梁帜 周五晚 7：30 网上 ZOOM 但以理书

信心 杨沛 周六晚 7：00 网上 ZOOM 创世记

蒙恩 徐永忠 周六晚 7：30 网上 ZOOM 创世记

信实 刘永江 周六晚 7：00 网上 ZOOM 创世纪

挪亚/方舟 王国才 周五晚 7：00 网上 ZOOM 马太福音

以诺（青少年） Kim 弟兄 周六晚 5：30 网上 ZOOM 马太福音

图书馆 教会 改建， 暂停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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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事工重点：

扎根真道，学习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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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3:14-21

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13:34-35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