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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配得至圣尊荣
2. 因祂活着
3. 奔跑不放弃


靈糧堂異象~建立榮耀的教會
美金$5.00
策略: 敬拜讚美‧聖靈更新‧小組教會‧全地轉化

禱告會:
上週主日奉献$1630.00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BOLCC
※感恩與代禱※
1. 为美国新的总统,川普执政团队来
代祷：求主恩膏,赐下智慧、谋略、
知识、聪明与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
1、
们身上,成为上帝国度与全地的祝
福。
2. 求天父上帝赐下智慧,知识,谋略,能
力与爱给本教会牧师,师母及同工
们,同心合意在圣灵的带领下,建立
神荣耀的教会
3. 奉主得胜的名宣告: 2016 年是教
会“满有圣灵,见证耶稣,福音遍传”
的一年
4. 儿童与青少年事工祷告:求主预备
能说英法双语的导师加入教会的服
事。
5. 请为教会“我们的六大梦想”常常
代祷,我们相信梦想必会成真。

主日信息

与神有约
※

報告事項 ※

1. 送爱到西非活动已开始，邀请大家
踊跃奉献，把耶稣基督的爱传送到
西非孩童的心灵（支票抬头 ROLF）
或现金，交给会计

本週僕人天使
下週僕人天使
讲员:
胡帅让弟兄
黄荣福牧师
招待:
张晴,高雪梅
邓玥，胡洁
儿童主日学:
童利月，娅雯，王治平 邓玥,张可玲，张晴
厨房和教会清洁: 生命河小組
活水小組

2. 每周主日后,有新旧约系统神学教
导,欢迎弟兄姐妹留下来参加
3. 生命河优视频道已开播,欢迎上网
观赏: www.uchannel.us

★週間小組聚會★
以馬內利小組

(514) 366-7365

Lasalle

週六

生命小組

(514) 685-9365

教會

週六

提摩太青年小組 (514) 589-6306

教會

週五

五饼二鱼少年小組 (514) 439-9118

教會

週日

生命河小組

(438) 879-8686

教會

週日

活水小組

(514) 487-4874

教會

週六

教會

週日

(514) 886-9723

西岛

周六

溪水邊小組
仁爱小组

※每週祝福不盡※

魁北克山上小组 (514) 429-1249

中請關手
機或消音,

魁北克城

以免打擾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
指示 ( ) 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
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 ( )。
阿门!
【诗篇 25:9-10】

主日崇拜

主日慶典&主日信息:每週日早上10:00~12:00
“琴與金香爐”敬拜禱告會:週三晚上6:30~8:00
兒童主日學:週日早上10:00-12:00
地點: 6260 Victoria Street, Suite 200,
Montreal , QUEBEC H3W 2S3

地鐵:Plamondon, Van Horne 出口

會眾
謝謝 

与神有约
【利未记 23: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中文圣经，耶和华的节期
英文圣经，the appointed feasts of Lord
一． 利未记 23 章：耶和华的节期
春季节期：
逾越节 passover (4-5 节)
无酵节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6-8 节)
初熟节 first-fruits (9-14 节)
五旬节 feast of weeks (15-22 节)
秋季节期：
吹角节 feast of trumpets (23-25 节)
赎罪日 day of atonement (26-32 节)
住棚节 feast of tabernacles (33-43 节)
【申命记 16:16】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
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二 逾越节的起源与意义
【出埃及记 12:1-3】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
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
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出埃及记 12:5-7】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
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
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
门楣上。
【马可福音 15:24-25】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
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时候。
【诗篇 118:27】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
牵到坛角那里。
【马太福音 27:45-46】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
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
【马太福音 27:50】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诗篇 118:14-16】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
救。在义人的帐棚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
【哥林多前书 11:23-26】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
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掰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
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
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我们的梦想

我们梦想——建立一个充满盼望与喜乐的教会,
使许多受伤、抑郁、迷惑的心灵,在这里找到爱,
接纳、帮助、指引与鼓励。
我们梦想——教会能向 Montreal 华人分享基督
耶稣的好消息。
我们梦想——Montreal 灵粮堂是一个大家庭,我
们彼此相爱,一起学习,充满欢笑与和谐的生活。
我们梦想——教会能帮助每位成员明白上帝创
造他的目的,并且发展、成全他,能以服务更多人
群。
我们梦想——能在 Montreal[东区、西岛、南岸、
Laval]开拓教会,使 Montreal 蒙受更多的恩典与
祝福。
我们梦想——从我们中间差派出许许多多的宣
教士,在中国、亚洲及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建立教会,
让上帝的爱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教会目前
宣教的方向






配合并支持母堂的
宣教事工
赞助 goodtv 好消
息电视台
支持捐助以色列当
地的宣教机构
参与 keven 牧师中
国少数民族并大学
校园福音事工
赞助支援本堂所派
出的短宣队

我们教会的立场
我们很尊重弟兄姐妹所从事的各种行业,无论是基金、保险、理财、直销或是其它销售行业。
你可以礼貌性的介绍你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但请勿主动向弟兄姐妹推销你的产品或业务。若弟兄
姐妹有需要,可以主动向你咨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谢谢你的谅解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