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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小組 (2)
禱告會:
14
上週主日奉献 $1895.00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BOLCC

本週主日敬拜詩歌
1. 主是我力量
2. 软弱的我变刚强
3. 欢迎君王降临

蒙特利尔生命河灵粮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enter in Montreal
主後 2017 年 6 月 18 日 (第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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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事項 ※

1. 6 月 18 日周日晚上 7:30 张伯
笠牧师“恩典涌流的生命”培灵
会，地点恩雨堂（1650 Decellers,
St. Laurent, H4L 2E6)，欢迎参
加
2. 6 月 29、30 至 7 月 1 日，
Watchmen for the nation 在
Montreal 举行基督徒家人聚会，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主内弟兄姐妹
来参加，详情请上
www.watchmen.org 登记报名来参
加

主日信息

全新挑战——如何教养网路世代
本週僕人天使
讲员:
黄荣福牧师
招待:
高雅慧，王静
儿童主日学:
长禄,张娅雯,许丽
厨房和教会清洁: 溪水邊小組

下週僕人天使
黄荣福牧师
邢全，李延峰
邓月,张娅雯,许丽
五饼二鱼少年小組

帥讓,
★週間小組聚會★
以馬內利小組

(514) 366-7365

Lasalle

週六

3. 7 月 5.6.7 日晚上 6:00 到 9:30
在本教会有来自各地的带领人祷
告分享信息，晚上一起用餐，请自
备两道菜，请向李萍姊妹登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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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7 年生命河教牧领袖学院所
开课程，请参阅布告栏

活水小組

(514) 487-4874

教會

週六

溪水邊小組

(514) 623-4835

教會

週日

5、每主日后，有圣经新约旧约研
读班，欢迎大家主日后参加。

仁爱小组

(514) 886-9723

西岛

周六

( )的拯救，( )的荣耀，都在
6. 教会微信群“蒙特利尔灵粮堂
乎神；( )力量的磐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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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难所，都在乎神。阿们！
【诗篇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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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挑战——如何教养网路世代
【罗马书 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
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
中有永远的福乐。

小组题目分享与讨论
1. 检视你家中有哪些 3C 产品？这些如何影响你去与
家人的互动
2. 你满意目前与家人的关系吗？如何与家人建立合
乎圣经永恒价值的人生观？
(让我们彼此代祷祝福)

如何在网络时代，享受网路的方便，却不被网路网住：
一 坚持合乎圣经的家庭优先顺序
【歌罗西书 2.6-7】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
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
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罗马书 2.7-8】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
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
二 改变从自己开始，其次才是孩子
【提摩太前书 4.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
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
的人。】
【提摩太前书 2.7】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
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
话，并不是谎言。
三 委身与建造真实的家人关系
【加拉太书 6.2】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四 活出永恒的价值与观点
【诗篇 16.8-11】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
右边，我便不至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
文作“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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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