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

2022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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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会。如果您是新朋友，也想更多认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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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天崇拜聚会后将召开本年度的恩雨堂会员大会，主要内容是向会员回顾总结

过去一年教会事工，以及教会的财务报告。请大家务必留步参加。

3. 随疫情趋缓，恩雨教会已恢复实体主日崇拜，在此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凭着信心

回到教会，一起见证在基督身体里集体敬拜的美好。而年长的，或身体软弱的仍

可选择暂时继续在线上参加主日聚会。在教会现场我们将严格按防疫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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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线上实时直播，请进入 Zoom：777-238-6188 或打开恩雨堂网址

enyualliance.org 或 YouTube 直播链接即可参加。也请参加线上聚会弟兄姐妹提

前十分钟设置好电脑或手机，也像在教会现场崇拜时一样，衣着端庄整齐，有默

祷的时间，预备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4. 随着实体聚会恢复，向教会的奉献分为:参加实体崇拜的，将放入支票或现金

的奉献封投入奉献箱。而暂时不方便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可以邮寄支票到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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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会上周主日（3月 13 日）共收到奉献: $1，751，其中常费$1，651，宣教$100。

愿恩主记念祝福弟兄姐妹们的摆上！

6. 今年教会的第一次洗礼将在复活节举行，为受洗作预备的受洗班已于线上开

课。凡渴慕救恩，希望更多认识福音真理，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生命之主的

慕道朋友，请向教会同工报名。

7. 经教会长执同工会商议，将积极鼓励并更多资助弟兄姐妹参加教会认可的神学

课程的学习，接受属灵装备，为教会更好发展储备未来的同工。

8. 下周主日(27 日)是教会的福音主日，这次邀请的讲员是何刚医生。传扬福音

领人信主是主耶稣托付的命令，也是每位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请各位弟兄姐妹行

动起来，努力邀请周围的朋友来参加聚会，你的一个邀约能给人带来生命的祝福！

9. 本月弟兄团契聚会将于下周主日（27 日）晚上七点半在线上举行，我们要一

起学习讨论旧约圣经中经历最为坎坷、尝遍人生苦难又被神奇翻转的人物: 约伯。

请各位弟兄预查约伯记，并预留时间参加。Zoom: 777 一 2386188，密码: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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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里；为我受伤；献己于主 会众

祷告 为崇拜祷告 司会

 

读经 希伯来书 11：1-16 会众

证道 唯独信心 蔡志明传道

回应诗歌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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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刚长老

司会 王国才 下周 林关青

司事 林关青/时榛 下周 徐永忠/赵倩/李书丽

领诗 刘莹莹/魏倩 下周 董波/魏倩

司琴 王天恩 下周 李春晖

新人接待 林关青/时榛 下周 徐永忠/赵倩/李书丽

儿童中/小班 刘敏/隋洁/李书丽 下周 刘莹莹/万劲言

少年主日学 暂停 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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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事工重点：

践行真道，活出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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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 奉献/聚会

常费：$1651 宣教：$100 合计：$1751

2022 年 3 月 13 日

上周主日实体聚会人数：67 人

网络 Zoom： 20 人 网络 youtube：25 人

少年儿童： 12 人

周四祷告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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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趋缓，部分小组在教会实体与网上 Zoom 聚会）

小组团契 联络人 聚会时间 聚会地点(ZOOM ID) 内容

主日祷告会 魏倩 周日 12：30 98681480331 主日崇拜祷告

祷告会 林关青 周四晚 7：30 7772386188 经文分享

姐妹组 吴惠钦 周三 1：00pm 7772386188 利未记

弟兄团契 蔡传道 每月最后一

周晚 7：30

7772386188 经文分享

信心小组 杨沛 周六晚 7：00 7772386188（隔周） 创世记

蒙恩小组 徐永忠 周六晚 7：30 7772386188（隔周） 创世记

挪亚/方舟 王国才 周五晚 7：00 7772386188 马太福音

信实/迦南 刘永江 周六晚 7：30 教会/4382386188 出埃及记

长青团 黄春生 周五晚 7：30 4382386188（隔周） 马太福音

以诺（青少年） Kim 弟兄 周六晚 5：30 4382386188 马太福音

复兴小组 梁帜 周五晚 7：30 微信 利未记

 本周经文 
希伯来书 11：1-16

 本周金句 

罗马书 1：17

因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http://www.enyualliance.org


恩雨堂教会主日崇拜注意事项

弟兄姐妹平安，

按照政府防疫规定的最新变化，恩雨教会 2022 年 2 月 13 日开始恢复实体的主日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可依据自身的情况（年龄、当前身体状况等），自愿选择来教会或暂时继续在

线上参加主日聚会。在教会现场我们将严格按防疫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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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教会也继续在线上实时直播，请进入 Zoom：777-238-6188 或打开恩雨堂网址

enyualliance.org 或 YouTube 直播链接即可参加。

也请参加线上聚会弟兄姐妹提前十分钟设置好电脑或手机，也像在教会现场崇拜时一样，衣

着端庄整齐，有默祷的时间，预备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诗 112: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

恩雨堂

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