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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主充满我+十字架
2. 新的异象新的方向
3. 安静

蒙特利尔生命河灵粮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enter in Montreal
主後 2017 年 2 月 26 日 (第 849 期)
靈糧堂異象~建立榮耀的教會


策略: 敬拜讚美‧聖靈更新‧小組教會‧全地轉化
美金$5:00
蒙特利尔生命河灵粮堂是一个充满神同在的荣耀教会。我们遵
循神的大诫命用生命来热爱神并回应主的大使命用生命来跟随主，
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各地建立充满神同在的荣耀教会。

※感恩與代禱※
1. 为教会未来三年展望代祷: 到
1、
2020 年，我们教会人数达到成人
120 人，儿童 50 人，青少年 30 人，
15 个小组，每年都能差派至少三位
以上参与海外全球宣教，固定支持
三个以上宣教福音机构、两个以上
的本地或海外植堂 愿神能照着我
们心里所求所想，充充满满成就这
一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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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身上,成为上帝国度与全地的祝
福。
3. 求天父上帝赐下智慧,知识,谋略,能
力与爱给本教会牧师,:,同心合意在
圣灵的带领下,建立神荣耀的教会

※每週祝福不盡※
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耶和华阿,求你将你的道指教
( )。( )要照你的真理行。求
你使( )专心敬畏你的名。
【诗篇 86:11】

※

報告事項 ※

1、教会举办“生命重建”营会，讲
员：底波拉姐妹，
时间：3 月 10 日 7pm-9:30pm
3 月 11 日 6:30am-9:30pm
3 月 12 日 6:30am-3:00pm
名额有限三十人，报名费二十元，全
程参加，请 向余江姐妹报名，截止
日期 3 月 5 日。

主日信息

如何走出财务困境
本週僕人天使
讲员:
黄荣福牧师
招待:
邓月,高雪梅
儿童主日学:
千千,管晓辉,王治平
厨房和教会清洁: 生命河小組

2、每主日后，有圣经新约旧约研读
班，欢迎大家主日后参加。

教会微信群“蒙特利尔灵粮堂查
经班”
，由胡帅让弟兄负责，欢迎
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人参加。

下週僕人天使
黄荣福牧师
王子潮，张奕
帥讓,管晓辉,王治平
活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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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北克山上小组 (514) 429-1249

魁北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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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
拜中請關
手機或消
音, 以免
打擾會眾
謝謝 

如何走出财务困境？
一 拥抱一颗知足的心
【提摩太前书 6:6-8】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
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希伯来书 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哥林多后书 6:10】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
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二 成为一位给予的人
【路加福音 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
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申命记 14:23】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
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
【申命记 8:18】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 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
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马太福音 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
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 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
三 腾出一些缓冲空间
【箴言 22:7】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箴言 21:20】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实际的几个建议：

* 养成记账习惯
* 长期定额储蓄
* 还清债务

* 转卖不用的东西
* 简化生活
* 改变消费习惯

四 学做一个好管家
【罗马书 14:12】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说明
。
【路加福音 12:48】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小组题目分享：

1. 从 0 到 10 分，给自己打个分数，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感恩知足的人吗？
2. 你目前有财务的困难吗？今天的信息哪些你可以开始应用在你生活中的？

（让我们彼此祝福与代祷）

2017 年牧师的话
从 2016 至 2017 年，意味着犹太历 5777 年，好像是一个分水岭，将人类世界导
入末世，好像一把号角，吹响对世人的警戒，呼召世人面对末世的种种灾难与挑
战，要快快回转归向神。教会要更加警醒、圣洁与顺服于基督的主权。
[彼得前书 4:7-10]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最要紧的
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
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在 2017 年，我们应该几方面认真的看待我们的生活：
一 极力保守你心，活在基督的爱里。
[约翰一书 4:7-8]“亲爱的弟兄阿，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
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主耶稣已成为我们的拯救与牧者，主圣灵永远住在你里面。神就是爱，我们要尽
心尽意，尽力尽性地来爱主，并每日从主领受爱，去爱你的家人，弟兄和姐妹，
去爱世上失丧的灵魂，把天国的福音好消息，去告诉他们，让耶稣也能住在他们
里面，有生命的平安盼望与喜乐。
二，认真地委身在教会与小组的生活关系里。
我们要彼此互相服侍与成全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圣洁的呼召。我们的教会是
一个小组生活的教会，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独行侠，而是通过教会的生
活，把不同个性背景想法的一群人放在一起，会有摩擦碰撞，甚至有时被伤害到。
[歌罗西书 3:12-13]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
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
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上述所讲到种种的美好品格，是通过团契生活培养出来的。我们若彼此相爱，众
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主并希望透过我们，也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马太
福音，28:18-19]
所以神已给我们权柄能力与恩赐，去得着万民，所以我们要：
三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不只是天父家中的孩子，我们也要能照顾好、治理好神的家。只要你是神的
儿女，神就会把属灵的恩赐，属地的祝福赐给你。在生命河灵粮堂，你，不应成
为客人，而要成为神的家人，仆人与治理者。所以你要开发神已经赐给你的恩赐
与才干，去服侍弟兄姐妹与未信主的人，神要他的家，他的国度不断的倍增、掌
权治理这地。成为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只要在蒙特利尔或全地上，只要有人还未
得救，我们的属灵责任就未了。展望未来三年，2017 到 2020，我们教会需定下
倍增成长的目标：到 2020 年，我们教会人数：成人 120 人，儿童 50 人，青少
年 30 人，15 个小组，每年都能差派至少三位以上参与海外全球宣教，固定支持
三个以上宣教福音机构、两个以上的本地或海外植堂。愿神能照着我们心里所求
所想的，充充满满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
当我们进入 5777，让我们活在基督的爱里，委身在教会小组生活里，成为神忠
心又良善的好管家，让神的国度不断倍增掌权，预备迎接祂的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