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华人宣道会恩光堂
2021 年 11 月 28 日

主日崇拜程序

开始时间：周日下午 2 时 30 分

（zoomID：6644051194 password:20200101）
本周服事

讲员：君安师母

主席：熊国明弟兄 领诗：金焘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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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服事

讲员：初长国长老

主席：童亮弟兄 领诗：林大昕长老

每周金句 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尼希米记 8：10b）

报告事项
1. 感谢主憐憫吕师母全家，引导走过流泪谷，使用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需
要的人，感谢恩光堂弟兄姐妹们的陪伴同走天路，常常靠主喜乐。

2. 崇拜后请同工们留下商讨近期事工。
3. 下週日(12/5)圣餐主日实体(加线上)领圣餐聚会，请弟兄姊妹们到教
会参加主日崇拜。

4. 预备参加 12/12 洗礼的弟兄姊妹请在下週日到教会和两位长老见面，
预备洗礼相关事宜，并请准备三至五分钟见证分享。12/12 将由吴豪
牧师到教会来施洗，请大家参加观礼同贺。

5. 长执提名委员会在上周一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按程序，不在委员会中
的会友也有提名权利：每三名会员可联名推荐一名长老和一名执事。
需填写正式提名表格（见周报附页），并在 12 月 12 日前提交给初长
国或林大昕两位长老。之后由提名委员会在 12 月中旬完成最终提名。
请大家为此祷告，求神带领。

代祷感恩事项
1. 进入将临期第一週，期盼庆贺圣诞，同时等候救主再来。为我们已得
救恩感谢主的拣选，再次反思悔转主前，如聪明童女时时儆醒，不住
禱告，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信盼望主再来。(罗 15:13)
2. 为以色列人归主，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代求，使父神的心意得
满足，愿他们心里的蒙蔽因着得听真理而被揭开，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 10:9)。
3. 为教会面临岁末年初许多事务，求神赐安静的心回顾 2021 年，展望
2022 年。求大牧者继续引导我们。
4. 又一波疫情衝击学龄孩童，求神坚固家长们的心，信靠天父必看顾。
5. 这世代的人有许多病痛难处，求神赐喜乐医治需医的人，安慰憂伤的
心，求赐教会充满圣灵的爱，吸引人来就主。

奉献记录
2021-11/22～11/28

合计：1800 $

Jing Li

300 $

Melody

1500 $

教会现接受邮寄支票和电子转账两种方式奉献
邮寄支票具体操作如下：
1、请回复此电邮（vcacfinance2020@gmail.com），并注
明以下内容，用作对帐及备份。
奉献日期 奉献人名 报税人名 用途 金额
给支票正面拍照，并加载为附件（附件最大上限 25MB）
2、请把支票寄到如下地址，林大昕长老收。
Da Xin Lin
8005 Rue Lemelin, Brossard, Quebec J4Y 0C1
电子转账 Interac e-Transfer：
奉献邮箱：VCACFINANCE2020@GMAIL.COM
转账密码统一设置为 20200101
输入有关奉献的相关信息 Message：
以“征税姓名 / 征信姓名 / 奉献项目”为格式，
例如：“ Official Name / Printing Name /
Category ”

宣道會恩光堂聚會時間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Schedule of Meetings
主日崇拜
成人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少年主日学
教会祷告会
少年团契
姐妹祷告会
慕恩小组

周日 2:30pm
周日 4:30pm
周日 9:00am
周日 10:15am
周三 7:00pm
周五 5:30pm
周六 6:30am
周六 7:00pm

教牧同工联系方式
顧問: 吳豪牧師 514-849-0466
代理傳道同工: 呂陳君安師母 514-768-0151
核心同工:
初長國長老 514-225-6928
林大昕長老 450-445-5405
熊國明弟兄
童 亮弟兄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vcac2003@gmail.com
www.egcac.me
6259 Monk Boulevard, Montreal, QC
H4E 3H8

附页：恩光堂长老执事提名表格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Elder and
Deacon (Deaconess)
Nomination Form

通过确认圣经以及教会治理章程中关于长老（执事）资质
的描述，了解恩光堂教会的实际需要，经过祷告，我提名
___________________（被提名人姓名）为长老（执事）
候选人。我明白教会的长老执事提名委员会最终会对此被
提名人的个人资质和候选资格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确认，被
提名人有可能会（或者不会）入选最后提交给会友大会表
决的长老（执事）候选人名单。
提名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fter confirming the qualifications of Elder and
Deacon described in the Bible and specified in the
Church Bylaw, as well as prayerfully considering
the needs of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
nominate 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the person)
to be the Elder (Deacon or Deaconess) candidate. I
understand that the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of

this person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confirmed by Church Nomination Committee, and this
person may or may not be selected on the final
candidate ballot for congregational vote.
Nominato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理由陈述（Statement of nominators）
1. 被提名人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展
现出什么样的属灵品格，让你认为此候选人有资质
在恩光堂担任长老（执事）的职份?
Please specify the spiritual characters
demonstrated by the nominated person in his（
her) personal, family and Church life that
you think will make this person a qualified
Elder (Deacon or Deaconess) at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2. 据你了解，被提名人过去或者现在，在恩光堂或
者其他地方，参与过什么事工，在这些事工中展现
过那些属灵的恩赐和领导能力？

In y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what
kind of ministries, either at Verdu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r elsewhere, the nominated
person has been involved in, and what kind of
spiritual gifts and leadership skills this
person has demonstrated in those ministries?

3. 你还想分享关于被提名人的其他什么信息，可以
帮助提名委员会来了解被提名人的候选资格？
What els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about this
person that would help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to further understand his or her
personal qualif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