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金句 

所有，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

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 4:16-17） 

 

灵修小品 

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 14:6） 

小故事：找到方向。在撒哈拉沙漠中有一个小村庄叫比赛尔。据估计，从村

庄走出沙漠，路程只需要三天三夜；但奇怪的是，村庄的人从来没有走出去

过。其实，不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而是尝试多次都告失败。

这令英国皇家学院院士肯莱文非常纳闷，于是雇佣一个比赛尔人，让他带

路，以了解他们靠着自己，为什么不能走出去的原因。他们预备半个多月的

食物，牵着两匹骆驼，从比赛尔出发，一路往大沙漠前行。但十天过后，走

了约八百里路，还是找不到出路；到了第十一天早晨，才发现，绕了一大

圈，果然又回到比赛尔。这一回，肯莱文终于明白事实真相，比赛尔人之所

以走不出大沙漠，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方向。于是，肯莱文告诉比赛尔人，

可以借着夜晚认识北极星，来指引方向，就能成功地走出迷茫的沙漠。 

默想：我们生命的旅程岂不也一样？许多人感觉生活一片茫然，仿佛总在干

渴的沙漠中，无论怎么走都在原地打转，至终又回到内心的空虚贫瘠。因

此，我们若想走出迷茫，就需要找到指引心灵方向的生命之光。（以上转载

自蒲公英双月刊 102期 1页）  
  

教会团契/小组聚会时间表 

团契/小组 聚会时间 地点 联系人 电话 

灵粮蜜语小组 每周二上午 9:30 Brossard 李梦 (514)561-2902 

南岸迦南小组 隔周周六晚 7:00 Longueuil 许春智 (438)938-3616  

葡萄树小组 隔周周五上午 10:00 Brossard 桂琦  (514)553-6178 

沙仑玫瑰小组 每周四晚 7:30 Brossard 李守华 (438)409-7210 

基督之家小组 隔周周二上午 10:00 Verdun 李东军 (514)649-3050 

灵里生活小组 
每月第一周周五晚

7:00 
Montreal 李楠 (438)409-7210 

              

2020 年 3月 08日奉献和出席记录 
常费 宣教 建堂 其他 总金额 

520 50 0 0 570 

成人： 36 人 少年 9 人 儿童： 1 人 

    备注：如要查询详细的奉献记录，请参阅教堂门口张贴的奉献明细表 

 南岸宣道会主恩堂 

地址：95 Lorne Avenue, St-Lambert, QC, J4P 2G7 

电话：(438) 409-7210          教会网址：https://ssea_church 

顾问牧师：陈志诚牧师   成辉营牧师   甘志聪牧师     教牧：杨美英传道 
 

 

 

主日崇拜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二点 

主席 孙广清弟兄 下周                主席     贺鹏弟兄 

讲员 周承牧师   讲员 杨亮传道 

静默   主在圣殿中    主席 

宣召 

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袮，在列邦中歌颂袮。

因为袮的慈爱，大过诸天；袮的诚实，达到穹苍。神

啊！愿袮崇高，过于诸天；愿袮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 108:3-5） 

 主席 

唱诗 
1. 5 圣哉三一    2. 16 主治万方 

        3. 387 主是我万有 会众 

祈祷      主席 

读经     【哥林多后书 4:1-18】 会众 

证道 我们不丧胆 周承牧师 

回应诗歌       抬起我们的头 会众 

奉献 

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

万物都从袮而来，我们把从袮而得的献给袮。（代上

29:14） 

  会众 

家事报告  主席 

颂赞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杨亮传道 

默祷  会众 

司琴 李佳恩弟兄 下周          胡灏然弟兄 

领诗 李东军弟兄    

李洁玲姊妹 桂琦姊妹    

  潘继海弟兄  

  王薇姊妹  白丽华姊妹  

司事 王丽红姊妹 张霞姊妹 李桂贞姊妹  许玉东姊妹 

投影 肖永军弟兄 郑再弟兄      李东军弟兄  郑再弟兄 

茶点 暂停 暂停 

 



主恩堂 2020 年 3月 15日主日家事报告事项： 

1. 【感谢牧者】感谢来自国内的周承牧师莅临本堂证道，愿父神亲

自纪念和祝福他的服事和家人。 
 

2. 【欢迎新人】欢迎首次参加主日崇拜聚会的新来宾，愿神赐福与

你，将教会作为你属灵的家，并请填写『来宾表』，于散会后，交给

司事，以便联系。 
 

3. 【教会祷告会】于每周三晚 7:30 在教会举行，诚邀弟兄姐妹预留

时间参加，一起为神国帐幕的扩展、教会事工的发展和信徒灵命的成

长，向神呼求祷告。本周由孙广清弟兄负责。 
 

4. 【青少部】教会青少年在 Memory Hall 独立敬拜，2:00pm 集合，

2:15开始崇拜。 
 

5. 【宣教部】福音小站由于场地的问题暂停聚会。将来找到场地，

恢复聚会再行通知。 
 

6. 【教育部】每周主日崇拜结束后的《新生活班》及《门徒之道》

和周五晚《效法基督》读书分享会，由于疫情暂停上课，将来复课另

行通知。另外，鼓励弟兄姐妹今年读整本圣经一遍和阅读属灵书籍，

教会新进一批属灵图书及 CD，鼓励弟兄姐妹借阅，详情请与李晗姐妹

联系并办理借阅手续。 
 

7. 【关顾部】崇拜结束后茶点交流问安的平台，由于预防新冠型病

毒的传播而暂停。若有需要在周报上刊登代祷事项的或者需要关怀探

访的，请联系关顾部部长马晓峰弟兄或杨传道。 
 

8. 【财务部】礼堂的入口处、司事台前，设有奉献箱，奉献乃是基

督徒当尽的本分。如用支票，抬头请写 <South Shore Emmanuel 

Alliance Church>；且在奉献封上注明差传或其它奉献及写上报税的

英文全名、地址、邮编及电话，以便核对发放年终的奉献报税单据。

教会 2019 年奉献报税收据已印好，请弟兄姐妹向门静姐妹领取。 
 

其他教会或机构消息 

1． 【华人宣道会联会】发布以下预防病菌传播的措施：1）如果你有

任何疾病的征兆（感冒、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请留在家中休

息，请勿参加教会聚会；2）如果你有咳嗽和打喷嚏，请戴上口罩；

3）当我们彼此打招呼时，请微笑点头挥手便可，请不要握手；4）请

祈祷病毒消失，病人得医治。愿主保守各位身心灵安康！ 
 

2． 【恩福协会】因疫情的原因，取消 4 月 4 日周六晚 7:30 在满地可

华人宣道会（13 Finchley, Montreal）举行的全加海外中国人巡回布

道会。 

3． 【2020 年受难节联合聚会】因疫情的原因，取消 4 月 10 日周五

晚上 7:30，在华人宣道会满地可堂（13 Finchley， Hampstead）举

行的联合聚会。 
 

4． 【恩爱夫妇营】将于 4 月 17-19 日（Fri-Sun）在 Best Western 

Parkway Inn & Conf. Centre, Cornwall, ON 举行，费用：$550/每

对（包括二人 3 天 2 晚住宿、餐费、课程和手册费），欲参加者请咨

询双长明弟兄。 
 

感恩代祷事项 
1. 继续为冠状肺炎疫情蔓延祷告，也为全球多国出现疫情祷告，包括加

拿大；求主止住疫情的扩散；也为疫情强烈冲击全球的经济，求主帮助

各国走过经济的危机；也为人心惶恐不安祷告，求主将我们从恐惧不安

和压制中释放出来，领受属天的平安。 
 

2. 为教会今年主题《委身基督 活出福音》祷告，愿圣灵亲自带领每一

位弟兄姐妹能委身基督，作主的门徒，以及活出福音，作主的见证，使

主在教会得着最高荣耀。 
 

3. 为教会讲坛和讲道人祷告，求圣灵恩膏，使其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也为听众祷告，求圣灵预备众人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而明白神的旨

意且愿意顺服遵行。 
 

4. 为教会牧者和核心同工祷告，赐他们属灵的智慧、胆量、能力，按照

父神在主恩堂的旨意去规划推展其手中各样的圣工。 
 

5. 为教会的青少年事工祷告，求神加添同工们力量，也带领教会青少年

们能够认识神，一生走在神的正路上。 
 

6. 为弟兄姐妹开始按照个人或全教会读经计划坚持每日读经祷告，愿神

保守他们渴慕神话语的心志，使他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长进，满有基督长

成的身量。 
 

7. 为教会的福音工作、小组生活、祷告会、成人主日学及青少主日学及

独立敬拜等事工祷告，求神感动更多人参与，在主里一起被建造，在属

灵生命上有长进。 
 

8. 为弟兄姐妹尚未信主的家人（大人和小孩）能听闻福音归顺耶稣祷

告，求圣灵亲自作工，使其全家都有得救的盼望与救赎的恩典。 
 

9. 为肢体代祷：1.身心灵软弱的肢体：王薇、李洁玲及其先生祖晓明、

刘爽、徐冰的父亲徐维忠和母亲黄慧泉、潘继海的母亲淤萍儿、郑再的

父亲郑甫、贺鹏弟兄以及近日因天寒和流感生病不能来参加敬拜的弟兄

姐妹；2.出远门的肢体：李翠霞; 3.为刚搬进南岸居住的肢体：胡守敏

一家、马晓峰一家、郑再一家、贺鹏一家、周承牧师一家、陈优雅姐妹

一家和杨亮传道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