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时 00 分正

 家 事 分 享 

1.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现场、或在线上的主日聚会。如果您是新朋友，也

想更多认识福音，了解教会，参与线上聚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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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参加实体聚会的，请与现场同工联系。

2. 下周主日（26 日）是教会的圣诞福音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颂赞歌唱主

的圣诞，也要把耶稣降生救赎世人的好消息传扬。感谢主恩的拣选，在崇拜中也

将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名。他们是: 戴慧琴、衡艳、王楚涵、许晨菲、孙

艺恒、乔罡、张力夫。让我们满怀感恩欢迎他们加入主爱的大家庭！

3. 感谢主恩的带领，众长执同工藉着祷告、分享，为教会明年的事工方向达成共

识。恩雨教会 2022 年的事工目标是：践行真道，活出主爱。

4. 教会已恢复实体的主日崇拜聚会，除年长的和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暂时

仍在家聚会。教会鼓励其他弟兄姐妹逐步恢复参加教会实体聚会,到教会后请遵守

主日崇拜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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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教会主日崇拜仍在线上直播（zoom ,YouTube）。

5. 2022 年度恩雨堂服事意向调查

弟兄姐妹平安，扎根真道，坚定信心，学习服事，活出爱心。请祷告祈求，填写

恩雨堂服事意向表（2022 年度）参与教会的服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UUtrZVJ3VIDJY9gMbl0sh2OOC

lbnwGK7HJt72wAkddfdA/viewform?usp=sf_link

6. 随着实体聚会重启，向教会的奉献可继续以邮寄支票或个人送支票到教会放入

邮箱的方式，和参加实体聚会时投入奉献箱方式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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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奉献现金请投入奉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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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上周主日(12 月 12 日）共收到奉献: $1，010，其中常费$910，宣教$100。

愿主记念祝福弟兄姐妹的摆上！

8. 下周主日（26 日）崇拜结束后将有一场圣诞颂赞欢庆聚会，欢迎弟兄姐妹继

续留步参加，一起欢庆圣诞。

9. 12 月 31 日晚教会将举行守岁半宵祷告会，在诗歌和祷告声中，我们一起数算

主丰盛的恩典在过去动荡的一年对恩雨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及家人的看顾保守，也

一起展望新的一年主恩的同在与带领。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能参加这场极有意义的

祷告会。时间是晚上 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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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之爱；耶稣领我；岂可空手回天家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以弗所书 5：1-7 会众

证道 再谈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蔡志明传道

回应诗歌 神的路最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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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明传道 下周 蔡志明传道

司会 徐永忠 下周 王国才

司事 王国才/刘莹莹 下周 徐永忠/李书丽/曹岩双

领诗 张利春/张春媚/董波 下周 董波/张利春/魏倩

司琴 张心怡 下周 王天恩

新人接待 王国才/刘莹莹 下周 徐永忠/李书丽/曹岩双

儿童中/小班 暂停 下周 刘伟杰/万劲言/何婧怡

少年主日学 暂停 下周 刘伟豪



10. 教会弟兄团契今年最后一次聚会今天晚上七点半举行。聚会讨论的圣经人物将围绕以色列第

一位王扫罗展开，通过探讨这位人物成功和失败的人生，来分享从中的学习和鉴戒。请各位弟兄

踊跃参加。Zoom ID: 438 一 2386188，密码: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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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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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宣教：$100 合计：$1010

2021 年 12 月 12 日

上周主日实体聚会人数：68 人

网络 Zoom：11 人；网络 youtube：20 人

少年儿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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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D) 内容

祷告会 林关青 周四晚 7：30 4382386188 经文分享

主日祷告会 魏倩 周日 12：30 教会 主日崇拜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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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记

复兴 梁帜 周五晚 7：30 微信 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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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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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马太福音

图书馆 教会 改建， 暂停 暂停

 本周经文 
以弗所书 5：1-7

 本周金句 
加拉太书 5：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

字架上了。

http://www.enyualliance.org


恩雨堂教会主日崇拜注意事项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疫情趋缓，恩雨堂能够恢复实体聚会，欢迎大家到恩雨堂参加主日崇拜，

请会众遵守以下规则:

一．内心敬虔、衣着庄重参加主日崇拜，早到教会的请在座位上为主日崇

拜祷告，如果迟到，请从教会副堂门进入。

二．进入教堂时，戴口罩，消毒手，教堂内不同家庭之间人员保持两米距

离。非相关同工请勿触碰乐器和麦克风、调音台、电脑、摄像机等设备。

三. 司事职责:

1. 提前 30 分钟到教会给桌椅器材消毒

2. 接待新朋友

3. 维持秩序、及时纠正违反防疫要求的行为

4. 送圣餐到副堂和各教室

四．儿童主日学:

因为儿童主日学和大堂崇拜不一定同时结束，请主日学老师和家长要注意，

不要互相干扰。主日学老师要等大堂崇拜结束以后再下课，家长也要等到

主日学结束以后再去接小孩。聚会结束后请家长协助儿童主日学老师恢复

主日学场地整洁。

五. 家长:

请家长们严于律己，敬神爱人，言语行为作出榜样。也时常教导儿女要有

敬畏神的心。请提醒子女，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 尊重服事的同工，听从主日学老师的安排和指挥，共同维护教室整洁。

2. 不允许在教会内的任何地方追逐打闹.

3. 大人若带小孩在大堂同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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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圣餐会送到教室，听从老师安排领圣餐。

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弟兄姐妹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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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