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金句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

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

5:6-7） 

 

灵修小品 

经文：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8） 

小故事：感恩清单。在经典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作者丹尼尔.

狄福安排经历船难道鲁宾逊，在面对着未知的茫茫大海时，清点他

的人生。他做了两张清单：一张是他的问题，另一张是他可以感恩

的事。他写下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没有衣服穿。在感恩的回应清单

上，他写下这里的天气暖和，几乎不需要穿衣服。另一问题是他全

部的需求品，都流失在海上了。但是，在这一个感恩清单上，他写

下了此荒岛有好多新鲜的水果和水源！就这样，他在清单上一直列

下所失去和缺乏的物品，也同时列下他所现有的一切资源。结果竟

然惊讶地发现，他所拥有并可以运用、甚至制造出来的东西，是如

此的丰富！ 

默想：每个人每天都有一千四百四十分钟，但只要花几分钟，向鲁

宾逊一样，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恩，人生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以上转载自蒲公英双月刊 100期封底）   
  

              

2020 年 3月 15日奉献和出席记录 
常费 宣教 建堂 其他 总金额 

0 0 0 0 0 

成人： 14 人 少年：8 人 （线上） 儿童： 0 人 

备注： 

1. 2020 年 3 月 22 日因教堂临时关闭，会众参加其他教会线上崇拜，没有

奉献亦未统计出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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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线上崇拜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半 

（Zoom 线上崇拜 https://zoom.us/j/888157350,会议 ID： 888 157 350） 
 

主席 李守华弟兄 下周                主席     徐冰弟兄 

讲员 杨亮传道   讲员 杨美英传道 

静默   主在圣殿中    主席 

宣召 
我的 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袮，我要永永远远称颂

袮的名。(诗 145:1） 
 主席 

唱诗 1. 52 天父必看顾你    2. 278 唯信靠主 会众 

祈祷      主席 

读经     【约翰福音 11:1-45】 会众 

证道 主，请来，看吧！ 杨亮传道 

回应诗歌       295 主看顾吗 会众 

奉献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

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箴

3:9-10） 

  会众 

家事报告  主席 

颂赞 三一颂 会众 

祝福  杨美英传道 

默祷  会众 

网上技术

支持 
徐冰弟兄 下周          肖永军弟兄 

领诗 金颂平姊妹      庄心姊妹 

 

https://zoom.us/j/888157350


主恩堂 2020 年 3 月 29 日主日家事报告事项： 

1. 【网上聚会】由于目前疫情迅速变化，本堂牧者与核心同工们开会商议决定

配合政府的呼吁，教会在疫情期间的主日崇拜、祷告会及各小组活动均使用 Zoom

网上进行，让我们在此期间仍可以持续崇拜聚会，互相劝勉，彼此相顾，激发爱

心，勉励行善。若还没进入 Zoom 的弟兄姐妹，请与徐冰弟兄或各小组组长联

系。 
 

2. 【主日崇拜】本主日（3 月 29 日）崇拜开始首次网上崇拜，时间是上午

10:30，鼓励大家在网上参加崇拜。如果有不知道如何操作和使用者，特别是年

长 的 弟 兄 姐 妹 ， 请 大 家 互 相 帮 忙 。 弟 兄 姐 妹 也 可 以 在 主 恩 堂 网 站

https:ssea_church 收听崇拜讲道。 
 

3. 【教会活动】鼓励弟兄姐妹善用且积极参加教会网路的祷告会、主日学和小

组活动。Zoom 网上崇拜、聚会时间一览表： 

    1) 主恩堂主日崇拜，周日早上 10:30，会议号：888 157 350，联系人：

肖勇军弟兄（514-441-5748） 

    2) 主恩堂青少部崇拜，周日下午 2:00 会议号：102 636 703，联系人：李

楠姐妹 438-409-7210 

    3) 基督之家小组，周二早上 10:00，会议号：514 655 8876，联系人：李

东军弟兄 514-649-3050 

    4) 主恩堂祷告会，周三晚上 7:30，会议号：766 565 997，联系人：杨美

英传道 438-883-5600 

    5) 南岸福音小组，周四下午 1:00，会议号：441 789 460，联系人：徐冰

弟兄 514-655-8876 

    6) 主恩堂恩典小组，周四晚上 7:00，会议号：267 127 926，联系人：白

丽华姐妹 514-708-8119 

    7) 主恩堂成人主日学，周五晚上 7:30，会议号：421 953 957，联系人：

双长明弟兄 514-225-1049 

    8) 主恩堂儿童主日学，周六下午 2:00，会议号：180 675 040，联系人：

李梦姐妹 514-561-2902 

    9) 主恩堂迦南小组，周六晚上 7:30，会议号：839 391 981，联系人：许

春智姐妹 438-938-3616 
 

4. 【财务部】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奉献方式有两种：一是，支票奉献，

邮寄地址： 9080 Croissant Roussel， Brossard， QC,J4W 2R1；二是， e-

transfer 奉献:jingie2012@hotmail.com。另外，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收到

2019 年的奉献收据者，可以加门静姐妹的微信（ID 号 Jenny-men）且告知姓名，

她会透过微信把收据照片传给您，让您不耽误报税。 
 

5. 【肢体关怀】教会肢体若有患病者，确实需要帮助的，附近同工可以帮助购

买生活必需品，请大家在群里及时分享信息。 
 

6. 【疫情防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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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意出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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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代祷事项 

1. 请为现在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祷告，求神赐下怜悯和救护。愿

神赐智慧给政府能做出明智、合理、妥善的防御治疗措施，控制疫情蔓延。愿

神眷顾患者，除去他们心中的惧怕，安慰和医治他们。愿神看顾保守奋战坚守

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救他们免于病毒的侵害，帮助他们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医

治病患。求神让我们在疫情面前反省生命，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无力、生

命的无常，使神的儿女们存谦卑警醒的心，敬虔度日，把握机会传扬福音，让

还不认识神的人们明白和接受救恩。 
 

2. 请特别记念那些受疫情影响特别严重的国家，现在的是意大利，西班牙，伊

朗，德国，美国，法国等，并且让各国领袖不要再心存侥幸，彼此推卸责任，

乃是彼此合作，加倍警惕的来打赢这场疫症。 
 

3.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周日敬拜祂的福分。为周日崇拜和周间各活动聚会可以在

网上进行而感恩。我们感谢上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网路团队而感

恩。 
 

4. 为教会今年主题《委身基督 活出福音》祷告，即便在疫情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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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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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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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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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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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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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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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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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