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1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 时 0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感谢主带领天恩弟兄第一次在教会主日讲台的服事，求主继续赐他渴慕主谦卑顺服的

心志，在事奉主的道路上被锻炼，将来成为合主心意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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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疫情趋缓，政府各项解封措施正陆续颁布。教会实体聚会人数限制也逐渐放宽。

除年长的和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暂不鼓励来教会聚会。其他弟兄姐妹可依据各自情况

逐步恢复参加教会实体聚会。教会也将按防疫规定，要求大家室内戴口罩，并做好消毒

及座位间隔等防疫各项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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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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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会 4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共收到奉献总额 13718.95,其中常费 12218.95,建堂 800，

宣教 700。愿主记念祝福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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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五月份的长执同工会于今天晚上七点半举行，请各位长执、各事工组团契小组负责同

工预留时间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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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禾捆回家；黑夜已深；因他十架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路加福音 2：10-19 会众

证道 默想，不该被忽视的属灵操练 王天恩弟兄

回应诗歌 主是我万有 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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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恩弟兄 下周 蔡志明传道

司会 张晓春 下周 徐永忠

司事 暂停 下周 暂停

领诗 张利春 下周 董波

司琴 张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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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8.95 建堂 800 宣教 700 合计：13718.95

4 月 15 日-5 月 15 日

上周主日实体聚会人数：17 人

网络 Zoom：28 人；网络 Youtube：39 人

儿童/少年：2人

共：86 人

周四网络祷告会人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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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D) 内容

祷告会 林关青 周四晚 7：30 4382386188 诗篇

主日祷告会 魏倩 周日 12：00 98681480331

长青团 黄春生 周五晚 7：30 4382386188 马太福音

姐妹组 吴惠钦 周三 1：00pm 7772386188 出埃及记

复兴 梁帜 周五晚 7：30 微信 何西阿书

/林后

信心 杨沛 周六晚 7：00 7772386188 创世记

蒙恩 徐永忠 周六晚 7：30 2211737692 创世记

信实/迦南 刘永江 周六晚 7：30 4382386188 创/太

挪亚/方舟 王国才 周五晚 7：00 7772386188 马太福音

以诺（青少年） Kim 弟兄 周六晚 5：30 43823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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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10-19

本周金句 
诗篇 104:34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http://www.enyuallia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