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1.4 宣教月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一)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聖經：馬太福音28:18-20   
講員:夏昊霝牧師[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報名
2018.12.23(日)

聖誕主日
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主日上午

11:40-12:30『信仰造就 12課』，地

點在教會 3樓。 

 請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

與傳道人約談。 

 報名受洗以 18歲以上為原則，

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要報名受洗者，請您填寫下聯後交給行政同工----------------------------------------------- 

 

 我報名 2018. 12. 23 (日) 聖誕主日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 

 連絡電話： 



 

 

 

 

 

 

一.【十一月開始為『宣教月』發放2019宣教信心認獻單】信心認獻

的方式是類似初代教會所流傳的(請參考哥林多後書第八、九兩章)，

門徒們憑信心相信神將給予他未來足夠的財力，而先應許承諾一

筆款項，日後才逐步或按月奉獻。到了一年的結束，果真神成就

了我們的信心應許，聖工的目標也因而達成。教會2019年宣道預

算為$1,200,000元，請您以奉獻、代禱、行動回應宣教呼召！ 

二.【《應出席會友回應單》今天發下請填寫並繳回】10/28與11/4兩

主日發下，請每一位弟兄姐妹按自己的情況填寫後今天繳回。會

友大會召開需達應出席會友過半數，屆時請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關心教會之目標及聖工概況，若當日無法參與，請填《應出席會

友回應單》請假，作為會友大會應出席會友之人數依據。本次大

會部份資料已公布於1樓，請前往關心代禱。  

三.【今天召開2018聖誕籌備會-】請牧養區長、執事、詩班長2:00

到會議室開會。 

四.【歡迎購買11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

日與教會同步讀經，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

天的腳步。*請小組長協助收齊全組明年度要

統一訂購活潑生命的費用(一年1200元)，再交

給怡婷。 

五.【11/24愛家公投〝三好〞〝兩壞〞守護最愛】

請多多索取愛家公投宣傳單發送給親友，鼓勵

領取公投票〝同意〞愛家公投第10.11.12號

。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91人 

主日第二堂 

47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10人 

家長3人 

 

青少年 

9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炳輝牧師$500 

為盛發牧師$1,000 

為正鴻牧師$7,000 

 

主日奉獻 $7,800 $3,530 

什一奉獻 $18,500/7筆 $8,200/2筆 

感恩奉獻 $10,380/7筆 $12,000/4筆 

宣道奉獻 $11,200/3筆  

其他  $500/1筆 

合計 $47,880 $24,230 $578 

每週默想「22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地上的

眾王。
23
地上的眾王都求見所羅門的面，要聽神

放在他心裏的智慧。24他們各帶貢物，就是銀器

、金器、衣服、兵器、香料、馬、騾子，每年都

有一定的數量。」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歷代志下9:22-24 



2018.10.28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天淵之別-兩種人生觀】 
聖經： 雅各書 4:13-17、使徒行傳 17:28 

講員:鄒盛發牧師[迦拿婚姻家庭成長協會]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今天介紹新一屆執事候選人】本教會訂於2018.11.18下午1:30-

4:00召開〝會友大會〞並舉行執事選舉。今年會友大會需提出至少四

位執事候選人，並選出三位執事[任期2019.1.1〜2020.12.31]為期兩

年，連同任期中的執事合計為七位。目前各執事的任期如下： 

 何玫蘭、林曉貞、翁崴皓，將滿兩年任期至2018.12.31，但可以再被

提名續任下一屆兩年。 

 曹榮泰、趙志鵬，現為連任第二屆執事的第一年兩年任期至2019.12.31。 

 唐振球、顏怡甄，現為執事任期第一年兩年任期至2019.12.31。 

 公告本次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依姓氏筆劃為序： 

①何玫蘭 ②林曉貞 ③翁崴皓 ④鍾浩仁。 

二.【《應出席會友回應單》今天發下請填寫並繳回】《應出席會友

回應單》今天10/28與下週11/4兩主日發下，請弟兄姐妹填寫後

立即繳回。會友大會召開需達應出席會友過半數，屆時請弟兄

姐妹踴躍參加，關心教會之目標及聖工概況，若當日無法參與

，請填《應出席會友回應單》請假作為本次大會應出席會友之

人數依據。本次大會部份資料已公布於1樓，請前往了解。  

三.【十一月開始為『宣教月』並發放2019宣教信心認獻單】11/4主

日講台邀請『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夏昊霝牧師蒞臨本堂，

分享信息『門徒與使命』。 

四.【歡迎報名2018.12.23(日)聖誕施洗禮】請向教會報名並參加主日

11:40-12:30在教會3樓的『信仰造就課程』填寫《受洗面談會

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80人 

主日第二堂 

45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2人 

 

青少/大學生

聯合主日學 

15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正鴻牧師$1,500 

為榮凱弟兄$2,000 

 
主日奉獻 $5,620 $2,030 

什一奉獻 $28,000/12筆 $21,500/5筆 

感恩奉獻 $11,000/7筆 $7,000/5筆 

宣道奉獻 $9,500/8筆  

愛心奉獻 $2,000/1筆  

其他 $150/1筆  

合計 $56,270 $30,530 $40 



2018.10.21敬拜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以敬虔與憐憫面對末世】  

聖經：猶大書一章 14-25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報名
2018.12.23(日)聖誕主日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主日上午 11:40-12:30『信

仰造就 12課』，地點在教會 3樓。 

 請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

與傳道人約談。 

 報名受洗以 18歲以上為原則，

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要報名受洗者，請您填寫下聯後交給行政同工------------------

----------------------------- 

 我報名 2018. 12. 23 (日) 聖誕主日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 

 連絡電話： 

 



 

 

 

 

 

 

一.【歡迎參加
成人主日學

『信仰造就12課』】主日11:40~12:30在教

會3樓，學習一領一門徒訓練。正確使用綠皮書來準確回答

常見的初信問題、神學問題。教師：牧養區長與小組服事同

工。本週主題：《如何靈修》。 

二.【今天下午2:00召開董執事會】請董執事到教會3樓開會，本

次會議審查教會2019年預算案並確定會友大會各事宜。 

三.【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1:30召開會友大會】2018會

友大會公告張貼於一樓公佈欄，請關心代禱。依教會章程，

會友大會召開需達應出席會友過半數，屆時請弟兄姐妹踴躍

參加，一起關心了解教會之目標及聖工概況，若當日因故無

法參與，請填《出席回應表》請假。◎「應出席會友回應單

」將於10/28、11/4兩主日發下，請弟兄姐妹填寫後立即繳

回，作為本次會友大會應出席會友之人數依據。 

四.【烏克莉莉詩歌兒童班+成人班新開課】10/7〜
2019
1/6主日下

午2:00~3:00在教會四樓上課，12堂課1000元。 

五.【邀請弟兄姊妹參加每週四晚7:30-9:00禱告會】來到主寶

座前禱告:為生命突破/為教養兒女所需智慧/為病中肢體/為

有需要的家庭/為國家守望。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106人 

主日第二堂 

共 37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3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伯大尼兒少之家$1,000 

為炳輝牧師$1,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主日奉獻 $8,801 $2,500 

什一奉獻 $63,000/19筆 $12,000/5筆 

感恩奉獻 $23,700/14筆  

宣道奉獻 $14,600/8筆 $1,000/1筆 

愛心奉獻 $4,800/5筆  

建堂奉獻   

合計 $114,901 $15,500 $280 

 
  

每週默想「6所羅門上到耶和華面前會

幕的銅壇那裏，在壇上獻一千祭牲為燔

祭。7當夜，神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

：『你願我賜你甚麼，你可以求。』」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歷代志下1：6-7 



  

  



2018.10.14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一)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向著標竿直跑】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

 腓立比書3:12-21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VisionActionMission異象實踐於宣教 

本教會選定每年 11 月為宣教月，宣導地區教會的宣教

使命，並以信心認獻的方式推動宣道聖工。 
 

[2018宣教收支報告]2018宣教預算編列$1,564,000 

 收到宣教信心認獻單$1,039,500 

 
2018年1-9月宣教部門奉獻收入$936,656 

 
2018年1-9月宣教部已執行費用$1,174,713 

歡迎來禱告會一起禱告 !

「在天母地區裝備神國人才作成華人宣教的使命」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急需

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代轉奉

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二.【今天召開2018聖誕事工籌備會】請牧區長、執事、詩班班長

下午2:00到教會三樓開會。 

三.【10/21下午2:00召開董執事聯席會】請董執事到教會3樓開會，

本次會議審查教會2018年預算案並確定會友大會各項事宜。 

四.【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2018會友大會第

二次公告已登於9/30週報並張貼1樓公佈欄，請關心代禱。 

五.【烏克莉莉詩歌兒童班+成人班新開課】10/7〜20191/6主日下午

2:00~3:00在教會四樓上課，12堂課1000元。 

六.【邀請弟兄姊妹參加每週四晚7:30-9:00禱告會】來到主寶座前禱

告:為生命突破/為教養兒女所需智慧/為病中肢體/為有需要的家

庭/為國家守望。 

七.【教牧人事異動】蘇雅慧牧師已於9月9日離職(於6月向教會提出離職

申請)，感謝蘇雅慧牧師過去盡心竭力服事(含內地宣教)12年，

求主恩待侍奉道路，祝福她在華傳及宣教國度的事奉。 

肢體代禱:李澤孝弟兄的父親李國勳弟兄10/7已安息主懷，10/18(四)在

台中沙鹿舉行家祭，求主安慰賜下救恩盼望在全家，保守儀式平安順利。 

恭喜王廣蔚姊妹要娶媳婦了，婚禮訂於10/20(六)在高雄國賓舉行，願

耶和華賜福滿滿給新人。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209人 

 

上週 

兒童主日學 

與 

青少年主日學 

暫停一次 

〈上週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20,700 為國耀牧師$2,000 

為彥云牧師$3,000 

為炳輝牧師$1,000 

為正鴻牧師$1,000 

什一奉獻 $86,350/23筆 

感恩奉獻 $56,600/19筆 

宣道奉獻 $1,450/2筆 

其他奉獻 $2,000/1筆 

合計 $123,067   

每週默想「13父親怎樣憐憫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憫敬畏他的人！14因為

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

土。」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詩篇103:13-14 



基督教天母禮拜堂  

2018年 10月 7日主日上午10:00-12:00 

  傳承 .感恩禮拜 
司會：張文珊姐妹                            司琴：陳瑩姐妹 

10:00-10:25 敬拜歡慶 牧家敬拜團 

10:25-11:00 

主日證道 

【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心生活】 

經文：創世記 12章 1-9節 

張國耀牧師 

11:00-11:10 獻詩 天牧詩班 

11:10-11:15 奉獻 天牧詩班 

11:15-11:30 感恩致詞 陳彥云牧師夫婦 

11:30-11:35 致贈紀念謝禮 曹榮泰執事主席 

11:35-11:50 弟兄姊妹分享 吳曉萍區長..等 

11:50-12:00 詩歌.舞蹈.感謝 信福小組 

12:00 祝禱 陳彥云牧師 

〜攝影留念後請移步至一樓享用愛筵〜 

感謝神的恩惠!陳彥云主任牧師於本

堂任職22年、在台北天母服事前後40

年，今天主日兩堂合併舉行傳承感恩

禮拜。讓我們同心向神獻上感恩與禱

告，願神賜尊榮與喜悅在祂所建立的

教會！願主教會在主手中掌權傳承! 
[今天各班主日學暫停一次] 

 

教會特印製   新陳佳果為你存留 陳彥云牧師收穫集 

紀念冊，想珍藏的弟兄姊妹請您向接待同工領取(一家最多一本)。 



 

 

 

 

 

一. 【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今年會友大

會需提出至少四位執事候選人，並選出三位執事[任期

2019.1.1~2020.12.31]為期兩年，連同任期中的執事合計為

七位。目前各執事的任期如下：何玫蘭、林曉貞、翁崴皓，

將滿兩年任期
至2018.12.31

，但可以再被提名續任下一屆兩年。  

曹榮泰、趙志鵬，現為連任第二屆執事的第一年
兩年任期至2019.12.31

。唐振球、顏怡甄，現為執事任期第一年兩年任期至2019.12.31。公告

本次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依姓氏筆劃為序

何玫蘭林曉貞翁崴

皓鍾浩仁。[公告內容已登於9/30週報夾頁並一樓公佈欄] 

二. 【烏克莉莉詩歌兒童班+成人班今天開課】下午2:00~3:00在

教會四樓上課，10/7〜20191/6，12堂課1000元。 

三. 【邀請弟兄姊妹參加每週四晚7:30-9:00禱告會】來到主寶

座前禱告:為生命突破/為教養兒女所需智慧/為病中肢體/為

有需要的家庭/為國家守望。 
四. 【歡迎購買十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

靈修 親近神，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 
 

肢體代禱：請為10/13(六)-10/14(日)陳彥云牧師夫婦與信福小組到南

庄訪宣守望，願主賜福堅固神兒女所做的工盡都順利，結出果子纍纍榮耀神

！請為病中的肢體：楊英美姐妹、項恆飛弟兄、陳德慶弟兄、潘佳惠姐妹

、黃子綾姐妹…得主醫治、身心靈靠主喜樂守望代禱。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99人 

主日第二堂 

共52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19人 

家長3人 

 

青少年主日學 

12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基督教論壇報

$21,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怡婷姊妹$2,000 

主日奉獻 $8,161 $2,930 

什一奉獻 $31,000/14筆 $10,000/2筆 

感恩奉獻 $38,200/7筆 $13,000/5筆 

宣道奉獻 $5,000/1筆 $4,600/4筆 

其他奉獻 $8,100/3筆  

合計 $90,461 $30,530 $300 

每週默想「1普天下當向耶和華

歡呼！2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

歡唱來到他面前！」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詩篇100:1-2 



2018.9.30 見證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秦銘鴻弟兄 

10:30-11:10     主日見證     12:10-12:50 

 

【弟兄姊妹感恩分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9/23開始
成人主日學

『信仰造就

12課』 

教材：信仰造就手冊～《綠皮書》 

時間：主日 11:40~12:30(第二堂） 

地點：教會 3樓 

 單元：1.重生(得救)的真義 2.因信稱義與

認識宗派 3.禱告 4.如何靈修 5.聖經 6.認識三位一體真神 

7.基督徒對上帝 8.基督徒對人 9.基督徒對傳統 10.基督徒

對教會 11.基督徒對自己 12.聖禮的認識  
 教師：牧養區長與小組服事同工  

 目標：學習一領一的門徒訓練，正確使用綠皮書能準確回

答聖經經文與神學問題，常見的初信問題解答。 
 



 
 
 
 

 
 
 
五. 【今天是見證主日】弟兄姊妹一同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六. 【傳承.感恩禮拜】感謝神的恩惠!陳彥云主任牧師
[本堂任職22年]

在台北天母服事前後40年,本堂將於2018年10月7日[上午

10:00至12:00] 主日兩堂合併舉行傳承感恩禮拜。讓我們同

心向神獻上感恩與禱告，願神賜尊榮與喜悅在祂所建立的教

會!願主教會在主手中掌權傳承! 

七. 【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今年會友大

會需提出至少四位執事候選人，並選出三位執事[任期

2019.1.1~2020.12.31]為期兩年，連同任期中的執事合計為

七位。目前各執事的任期如下：何玫蘭、林曉貞、翁崴皓，

將滿兩年任期至2018.12.31，但可以再被提名續任下一屆兩年。曹

榮泰、趙志鵬，現為連任第二屆執事的第一年兩年任期至2019.12.31。

唐振球、顏怡甄，現為執事任期第一年兩年任期至2019.12.31。 

◎公告本次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依姓氏筆劃為序：何玫蘭 林曉貞 翁崴皓 鍾浩仁。 

八. 【每週四晚7:30-9:00禱告會】來到主的寶座前守望禱告:

為個人靈命更新/生命突破捆鎖/為教養兒女所需的智慧/為

病中肢體/為單親、貧困弱勢家庭/為家庭有敬虔生命。 
九. 【歡迎購買十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87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9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3人 

 

青少年主日學 

14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彥云牧師$1,000 

為家慧師母$1,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炳輝牧師$1,000 

 

主日奉獻 $5,000 $4,380 

什一奉獻 $34,000/11筆 $23,000/4筆 

感恩奉獻 $2,500/2筆 $9,000/5筆 

宣道奉獻 $8,000/5筆 $1,000/1筆 

愛心奉獻   

其他奉獻 $9,000/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59,500 $37,380 $90 

每週默想「願祢的作為向你僕人們顯現， 

願祢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願主－我們神

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願祢堅立我們手所做

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祢堅立。 
[詩篇90:16-17] 

和合本修訂版 
歷代志上28:20 

 



2018.9.23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 在異象的驅動下前行】  
聖經 使徒行傳 26章 12-23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9/23開始
成人主日學

『信仰造就 12課』 

教材：信仰造就手冊～《綠皮書》 

時間：主日 11:40~12:30(第二堂） 

地點：教會 3樓 

 單元：1.重生(得救)的真義 2.因信稱義與

認識宗派 3.禱告 4.如何靈修 5.聖經 6.認識三位

一體真神 7.基督徒對上帝 8.基督徒對人 9.基督徒對傳統 

10.基督徒對教會 11.基督徒對自己 12.聖禮的認識  

 教師：牧養區長與小組服事同工  

 目標：學習一領一的門徒訓練，正確使用綠皮書能準確回

答聖經經文與神學問題，常見的初信問題解答。 
 



 
 
 
 
 

 
十. 【傳承.感恩禮拜】感謝神的恩惠!陳彥云主任牧師在台北天

母服事前後40年,本堂將於2018年10月7日[上午10:00至

12:00] 主日兩堂合併舉行傳承感恩禮拜。讓我們同心向神

獻上感恩與禱告，願神賜尊榮與喜悅在祂所建立的教會!願

主教會在主手中掌權傳承! 

二.【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公告內容請

詳閱今天週報夾頁，也張貼於一樓公佈欄。若有會友建議事

項，請於9/23(日)前以書面提交執事會，經執事會議討論後

登出議題，以供大會使用。大會當天若有臨時動議尚待執事

會議討論時，則不立即回覆。 

三.【今天下午2:00請提名委員至3樓開會】弟兄姊妹如有推薦執

事人選，請於9/23(日)前告知提名委員委員如下：鄭文達主任

牧師、王騰敏董事長(區長)、吳曉萍區長、曹榮泰執事主席

、趙志鵬執事副主席。弟兄姊妹如推薦執事人選，經提名委

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告為執事候選人。 

四.【歡迎報名9/30見證分享】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9/30見證主

日分享見證0920-920-137，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五.【歡迎參加主日學『家庭是人生的冒險』】由王美政老師授

課，主日11:40-12:30在教會1樓，9/9、9/16、10/14、

10/21、10/28、11/4、11/11、11/18共八堂，書本費$250。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87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9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2人 

家長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彥云牧師$22,000 

為家慧師母$22,000 

為文達牧師$4,000 

為璧華師母$1,000 

為俊哲牧師$2,000 

主日奉獻 $6,110 $3,430 

什一奉獻 $24,000/10筆 $41,200/10筆 

感恩奉獻 $18,700/8筆 $6,000/3筆 

宣道奉獻 $5,300/5筆  

愛心奉獻   

其他奉獻 $1,000/1筆 $500/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55,110 $52,130 $220 

每週默想「大衛又對他兒子所羅門說:『你當剛

強壯膽去做！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

和華神，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

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 
和合本修訂版 

歷代志上28:20 

 



2018.9.16 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永不失腳】  
聖經 彼得後書ㄧ章 3-11節 

講員：羅俊哲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9/23開始
成人主日學

『信仰造就 12課』 

 教材：信仰造就手冊～《綠皮書》 

 時間：主日 11:40~12:30(第二堂） 

 單元：1.重生(得救)的真義 2.因信稱義與認

識宗派 3.禱告 4.如何靈修 5.聖經 6.認識三位一

體真神 7.基督徒對上帝 8.基督徒對人 9.基督徒

對傳統 10.基督徒對教會 11.基督徒對自己 12.聖

禮的認識  

 教師：牧養區長與小組服事同工 [地點：教會 3樓] 

 目標：學習一領一的門徒訓練，正確使用綠皮書能準

確回答聖經經文與神學問題，常見的初信問題解答。 



 

 

 

 

一.【今天召開『董執事聯席會議』】下午2:00請董執事至教會3

樓開會討論教會2019年度預算案。 

二.【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公告內容請

詳閱今天週報夾頁，也張貼於一樓公佈欄。若有會友建議事

項，請於9/23(日)前以書面提交執事會，經執事會議討論後

登出議題，以供大會使用。大會當天若有臨時動議尚待執事

會議討論時，則不立即回覆。 

三.【9/23主日下午2:00請提名委員至3樓開會】弟兄姊妹如有推

薦執事人選，請於9/23(日)前告知提名委員委員如下：鄭文達

主任牧師、王騰敏董事長(區長)、吳曉萍區長、曹榮泰執事

主席、趙志鵬執事副主席（註：莊璧華師母因服事緣故，改推舉趙志

鵬執事副主席擔任提名委員）。弟兄姊妹如推薦執事人選，經提名

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告為執事候選人。 

四.【預告9/30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分享見證0920-

920-137，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五.【歡迎參加主日學『家庭是人生的冒險』】由王美政老師授

課，主日11:40-12:30在教會1樓，9/9、9/16、10/14、

10/21、10/28、11/4、11/11、11/18共八堂，書本費$250。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84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4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2人 

家長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13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華神擴校$1,000 

為家慧師母$6,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主日奉獻 $7,460 $2,340 

什一奉獻 $26,600/11筆 $30,886/10筆 

感恩奉獻 $3,200/5筆 $11,614/7筆 

宣道奉獻 $1,150/2筆 $7,500/4筆 

愛心奉獻 $2,200/2筆  

其他奉獻 $2,050/2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42,660 $53,340 $111 

每週默想 「那時，大衛見耶和華在耶布斯人阿

珥楠的禾場上應允了他，就在那裏獻祭。…大

衛說：『這是耶和華神的殿，這是以色列獻燔

祭的壇。』」和合本修訂版 歷代志上21:28，22:1 

 



2018.9.9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一)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成就祂的美意】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腓立比書 2:12-18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持守主日，參加會友大會 
2018/11/18(日)下午將在教會一樓召

開會友大會，請會友們留意自己的出

席率，好在屆時參加。教會每年此時

一併增修填寫加入會友資料： 

 留名卡--若變更地址電話，請您填寫(留名卡)在座椅下方置

物籃。  會友資料卡—歡迎您委身成為我們的會友，請填寫放

置於座椅下方置物籃內的(會友資料卡)交給行政同工。 

 應出席會友資格-符合下列 3 項條件者為會友大會中應出席人， 

   得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 

1. 本教會會友，年滿十八歲以上。 

2. 在本教會受洗滿六個月或加入本教會為會友滿六個月。 

3. 會友大會前六個月內，出席主日崇拜次數達半數以上者； 

惟事先以書面向執事會報備者不在此限。 



~請留意您的出席率，以免失去選舉及被選舉權~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

急需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

「代轉奉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二.【今天主日學新開班『家庭是人生的冒險』】由王美政老師授課，

主日11:40-12:30在教會1樓，9/9、9/16、10/14、10/21、

10/28、11/4、11/11、11/18共八堂。特為年輕人、社青、新

組家庭、青壯年夫妻開班。書本$250上課繳交。 

三.【今天下午敬邀牧長弟兄姊妹出席蘇雅慧傳道按牧聖禮】本

堂於今年三月份通過蘇雅慧傳道按牧案，在今天下午3:00-

4:30在本堂2樓舉行按牧聖禮，恭請您關懷代禱準時參加。 

四.【主日一領一陪讀！陪談!陪伴!】藉著「一領一陪讀」，讓

初到教會大家庭的新家人，有人固定陪伴一起讀經禱告分享

，認識 神，與神建立真活潑的關係。較為成熟的基督徒也藉

此學習成為屬靈的兄姐、家長，參與牧養關懷使自己的屬靈

生命也持續成長。時段10:10-11:10時段11:40-12:40，

場地：社教1F、教會3F、無主日學時段可使用教會1F。 

五.【本堂將於2018/11/18(日)下午召開會友大會】公告內容請

詳閱週報夾頁並一樓公佈欄。 

肢體代禱：何莉芳董事的父親何陞家老先生於9/2(日)息了世上勞苦，告

別式9/12(三)上午9:40在〔長生天生命紀念園區-長信廳〕舉行(新竹縣湖口

鄉大愛街88號)，若時間允許的弟兄姊妹邀請參與告別式獻詩一同安慰喪家，

並請於今天下午1:30到會堂練詩，願主愛充滿安慰莉芳姊妹及家屬的心。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9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1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3人 

家長 5人 

 

青少年主日學 

14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華神擴校$23,200 

為彥云牧師$2,000 

為正鴻夫婦$1,000 

為柔剛弟兄$6,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怡婷姊妹$2,000 

主日奉獻 $6,770 $4,730 

什一奉獻 $86,800/20筆 $37,500/11筆 

感恩奉獻 $16,200/9筆 $5,500/5筆 

宣道奉獻 $100,300/2筆 $10,500/7筆 

愛心奉獻 $2,000/1筆  

合計 $212,070 $58,230 $452 

每週默想「大衛在以東設立軍營，以東人

就都臣服他。大衛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

都使他得勝』」和合本修訂版
歷代志上18:13 

 



2018.9.2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一)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成為大戶人家的貴重器皿】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提摩太後書 2:20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主日一領一 陪讀！陪談!陪伴! 
時段 10:10-11:10  

時段 11:40-12:40 
場地：社區教室 1F、教會 3F、無

主日學時間可用教會 1 F。 
 

藉著「一領一陪讀」，讓初加入教會大家庭的新家

人，有人固定陪伴他一起讀經、禱告、分享，認識 神，與 

神建立真實、活潑、親密的關係。較為成熟的基督徒也藉著

「一領一陪讀」，學習成為屬靈的兄姐、

家長，參與牧養、關懷、造就，自己的屬

靈生命也持續成長。 



 

 

 

 

一.【鄭文達牧師9月1日起承接主任牧師職務】今天主日敬拜信

息分享後，王騰敏董事長及曹榮泰執事主席一同宣告董執聯

席會通過接納鄭文達牧師接任天母禮拜堂主任牧師一職，陳

彥云牧師帶領會眾同心合意禱告。 

二.【今天下午1:30召開『董事會』】請董事們在牧師室開會。 

三.【今天下午2:00召開『宣教事工會』請牧區長、執事們在教

會三樓開會，討論明年度宣教預算。 

四.【今天特別為中華福音神學院擴校奉獻】感謝華神-教會歷史與神學

教授周學信老師昨天來到本堂分享《渴慕神〜“不可少的只有

一件”-耶穌》，透過靈修神學與傳統的觀點、屬靈操練的學

習與體驗，幫助弟兄姊妹進一步發現及了解靈命塑造的重要

性及全人的成長。請弟兄姊妹踴躍支持為華神擴校奉獻。 

五.【9/9主日學新開班『家庭是人生的冒險』】由王美政老師授課，

主日11:40-12:30在教會1樓共八堂：9/9、9/16、10/14、10/21

、10/28、11/4、11/11、11/18。特為年輕人、社青、新組家庭

、青壯年夫妻開班，歡迎報名。教會統一訂書，$250上課繳交。 

六.【9/9(日)敬邀牧長同工弟兄姊妹出席蘇雅慧傳道按牧聖禮】

基督教天母禮拜堂於今年三月份通過蘇雅慧傳道按牧案，在9

月9日(主日)下午3:00-4:30在本堂2樓舉行按牧聖禮，恭請您

關懷代禱準時參加。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上週代轉奉獻〉 

為素榕牧師$2,000 

為炳輝牧師$500 

主日奉獻 $5,800 $4,200 

什一奉獻 $45,500/14筆 $6,000/4筆 

感恩奉獻 $14,200/10筆 $3,000/2筆 

宣道奉獻  $300/1筆 

其他奉獻  $200/1筆 

合計 $65,500 $13,700 

每週默想「大衛住在自己宮中，對拿單

先知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耶和華的約櫃卻在幔子裏。』」 
和合本修訂版歷代志上17:1 



2018.8.26 敬拜施洗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神國裡豐富的生活】  

經文：彼得後書一章 1-11 節 

講員：以馬內利靈性發展協會 總幹事 洪素榕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持守主日，參加會友大會 
2018/11/18(日)下午將在教會一樓召開會友

大會，請會友們留意自己的出席率，好在屆

時參加。教會每年此時一併增修填寫加入會

友資料： 

 留名卡--若變更地址電話，請您填寫(留名卡)在座椅下方置

物籃。  會友資料卡—歡迎您委身成為我們的會友，請填寫放

置於座椅下方置物籃內的(會友資料卡)交給行政同工。 

 應出席會友資格-符合下列 3 項條件者為會友大會中應出席人， 

   得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表決權)。 

4. 本教會會友，年滿十八歲以上。 

5. 在本教會受洗滿六個月或加入本教會為會友滿六個月。 

6. 會友大會前六個月內，出席主日崇拜次數達半數以上者； 

惟事先以書面向執事會報備者不在此限。 

~請留意您的出席率，以免失去選舉及被選舉權~  



 

 

 

 

一.【歡迎以馬內利靈性發展協會總幹事洪素榕牧師蒞臨本堂分享信息】 

二.【今天施洗禮拜第二堂時段在教會一樓舉行】恭喜將受洗的弟

兄姊妹：許嘉玲/林素滿/黃子綾/鍾文廷，請預備受洗者11:30

到教會一樓預備，歡迎弟兄姊妹一同觀禮，獻上祝福！ 

三.【鄭文達牧師9月1日起承接主任牧師職務】9/2主日敬拜信息分

享後，王騰敏董事長及曹榮泰執事主席將一同宣告董執聯席會

通過接納鄭文達牧師接任天母禮拜堂主任牧師一職，陳彥云牧

師將帶領會眾禱告，願大家出席同心合意衷心祝福。 

四.【九月起『一領一陪讀』〜 陪讀!陪談!陪伴!】鼓勵各牧區可

於九月主日第二堂時段，藉由「一領一陪讀」，幫助初到教會

的新家人，因著有人陪伴讀經、禱告、分享，與神建立真實親

密的關係。場地可使用社教1樓、教會1樓、教會3樓。 

           五.【9/2(日)下午2:00召開『宣教事工會』】請牧區

長、執事們在教會三樓開會，討論明年度宣教預算。  

六.【
預告

十月第一週
主日學新開班

『家庭是人生的冒險』】

由王美政老師授課，在教會一樓。 

             肢體代禱：周昇雲老弟兄(周夢燕姐妹的父親)8/19安息主懷，安

息禮拜於8/31(五)下午2:00二殯「至真3廳1樓」舉行，求主安慰賜下盼望。 

  上週主日 第一堂共 91人 第二堂共 52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家長 1 人 

青少年主日學 

7人 

主日奉獻 $5,300 $4,080 

什一奉獻 $33,750/12筆 $19,250/7筆 

感恩奉獻 $30,200/9筆 $9,550/5筆 

宣道奉獻 $2,200/3筆 $2,000/3筆 

愛心奉獻 $450/2筆  

合計 $71,900 $34,880 $692 

每週默想「大衛求問神說：『我可以上

去攻打非利士人嗎？祢將他們交在我手

裏嗎？』耶和華對他說：『你可以上去

，我必將他們交在你手裏。』」 
和合本修訂版歷代志上14:10 



2018.8.19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二)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穿越災難】  
經文：啟示錄八章 1-5節 

講員：蘇雅慧傳道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靈性操練神學講座 

渴慕神〜探索基

督教 

靈修傳統與實

踐 
講員：周學信老師 

                     (靈修實踐家/華神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 

  時間：9/1(六)10:00-16:30。 12:00-13:00午餐  

非常難得邀請到周學信老師來分享“不可少的只有

一件”─耶穌。透過靈修神學與傳統的觀點、屬靈



操練的學習與體驗，進一步發現及了解靈命塑造的

重要性及全人的成長。 

免費報名請把握機會！預備時間出席。報名請洽小

組長或項姊妹，也可在 TMC交流網LINE記事本登記。   



 
 
 
 
 
 
 
 
 
 

一.【今天是榮總主日】10:00-11:00中正樓2樓主日敬拜，由鄭

牧師主領並分享信息、蒲心慧姐妹司琴，榮總探訪團隊接待

服事，願聖靈帶領使人聽聞福音，歸向真神。 

二.【今天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執事到3樓開會。 

三.【8/26主日邀請以馬內利靈性發展協會總幹事洪素榕牧師蒞臨證道】 

四.【8/26主日施洗禮拜在第二堂】恭喜將受洗的弟兄姊妹：許

嘉玲/林素滿/黃子綾/鍾文廷，請預備受洗者11:30到教會一

樓預備，歡迎弟兄姊妹一同觀禮，獻上祝福！ 

五.【敬邀牧長同工弟兄姊妹出席蘇雅慧

傳道按牧聖禮】基督教天母禮拜堂於今年

三月份通過蘇雅慧傳道按牧案，將與『華

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合辦按牧聖禮，日期

訂在9月9日(主日)下午3:00-4:30，在本

堂2樓舉行，恭請您關懷代禱準時參加。  

今天愛宴的火龍果(有機栽種)是由倫維藍云夫婦愛心奉獻，健康美味，歡迎

享用。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72人 

主日第二堂 

共 4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家長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10人 

 

〈上週代轉奉獻〉 

8/12聖餐主日收到的愛心奉

獻$10,200將全數轉捐助伯大

尼兒少之家。 

主日奉獻 $5,200 $1,900 

什一奉獻 $64,400/20筆 $75,200/11筆 

感恩奉獻 $16,700/9筆 $12,500/3筆 

宣道奉獻 
$16,700+人民

幣$600/10筆 
 

愛心奉獻 $5,200/4筆 $5,000/3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109,200 $94,600 $140 

每週默想「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疆界，你

的手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

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和合本修訂版歷代志上4:10 



2018.8.12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 司琴：趙心慈姐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我們真是祂的兒女】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V i s i o n  A c t i o n M i s s i o n 異 象 實 踐 於 宣 教  
在天母地區 

裝備神國人才 

作成華人宣教的使命 

本教會選定每年 11

月為宣教月，宣導

地區教會的宣教使

命，並以信心認獻

的方式推動宣道聖

工。 

 

[2018宣教事工報告]2018宣教預算編列$1,564,000 

 收到宣教信心認獻單$1,039,500 

 
2018年1-7月宣教部門奉獻收入$731,255 

 
2018年1-7月宣教部已執行費用$806,605 

 
2018年8-12月尚待籌募預算$832,745 

請您持續以奉

獻、代禱、行動

回應宣教呼召！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急

需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

代轉奉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今天的愛心奉獻

收入將全數支持伯大尼兒少之家。 

二.【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9/18(二)~12/25(二)晚

7:30~9:30本堂一樓，由趙國俊牧師授課，把握時機裝備自己

！每人2100元，新生手續費300元，請向怡婷姐妹報名。 

三.【歡迎選修華神推廣教育摩西五經導讀】授課老師：左大萱，

上課地點：石牌信友堂，日期：9/25~12/11，每週二晚7:00-

9:15，歡迎上華神官網報名。 

四.【南庄夏令營8/23(四)〜8/27(一)隊員請盡快繳費】報名1天300

元，2天$600，3天$800，4天$900，5天$1000 (含交通食宿補貼)。 

五.【下週8/19(日)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執事到3樓開會。 

六.【下週8/19榮總主日】10:00-11:00中正樓2樓主日敬拜，由鄭

牧師主領並分享信息、榮總探訪團隊接待服事。 

肢體代禱：為張翠玲姊妹病中的母親與小弟能得主醫治代禱，求主

家添力量給家人。為何林端姐妹(何玫蘭的母親)8/10在振興醫院受洗感謝

主!繼續為何媽媽身心靈得醫治得喜樂代禱。為周昇雲弟兄(周夢燕的父

親)、為蒲心悅姐妹(蒲心慧的妹妹)預備受洗歸入耶穌基督感謝讚美主，同

心守望！請持續為彥云牧師、正鴻牧師、雅慧傳道、陳蓉、陳荃、

子崢、子嶸、崴皓、宛蓉在四川成都的訪宣行程守望禱告。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2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4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10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維哲弟兄$1,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怡婷姊妹$2,000 

 

主日奉獻 $7,500 $5,580 

什一奉獻 $63,700/18筆 $33,000/6筆 

感恩奉獻 $14,200/7筆 $4,000/4筆 

宣道奉獻 $14,600/6筆 $5,000/5筆 

其他奉獻 $3,000/2筆  

合計 $103,000 $47,580 $300 

每週默想「35保羅說了這話，就拿起餅來

，在眾人面前祝謝了神，然後擘開來吃

。36於是他們都放心，就吃了。37我們在

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個人。」 
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27:35-37 

https://tee.ces.org.tw/student/teacher_introduction.asp?classID=OT213k


2018.8.5 父親節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大衛敬拜團(一)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全然獻上 毫無保留】  
經文：使徒行傳20章17-20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8/5開課！歡迎參加 



 

 
 
 
 
 
 

一.【歡慶尊榮父親節主日】今天教會預備了福樂蜂蜜禮盒與豐

盛愛宴要來款待尊榮偉大辛苦的父親們！敬祝父親節快樂！ 

二.【今天下午2:00~4:00『牧養裝備會』】邀請臧汝芬醫師分

享“情緒與溝通“,幫助同工建立高EQ的互動關係，請牧區

長、小(副)組長在〈教會3樓〉準時出席參加。 

三.【南庄夏令營8/23(四)〜8/27(一)隊員請盡快繳費】報名1天300元

，2天$600，3天$800，4天$900，5天$1000 (含交通食宿補貼)。 

四.【請呼朋引伴簽署捍衛婚姻家庭及兒少教育公投連署書】幸

福盟持續呼籲〈家庭主流化〉！盼望透過婚姻家庭和兒少教

育的公投，喚起國人對於台灣婚姻家庭議題的重視。*今天

教會門口有服務平台，請您多多支持簽署3份，現場繳回。 

五.【歡迎購買八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

靈修 親近神，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  
 

肢體代禱：陳彥云牧師8/4-8/11至內蒙包頭﹑8/11-8/19至成都訪宣

，求神保守牧師身體健壯﹑靈魂興盛﹑手所做的工盡都順利。正

鴻牧師.雅慧傳道.陳蓉.陳荃.子崢.子嶸8/6-8/17前往四川訪宣並發放

慈惠助學款，求主保守一行人出入平安 神同在，與成都同工團隊

有美好配搭與當地政府也有好的關係。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106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8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3人 

家長老師 15人 

 

青少年主日學 

7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 Eric弟兄$1000 
主日奉獻 $6,400 $5,981 

什一奉獻 $36,500/9筆 $109,100/6筆 

感恩奉獻 $9,400/7筆 $2,500/3筆 

宣道奉獻 $500/1筆 $300/1筆 

愛心奉獻 $1,000/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54,800 $117,881 $540 

每週默想「24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夫人

猶太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就叫保羅來

，聽他講論信基督耶穌的事。25保羅講論

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 
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24:24-25a 



2018.7.29 見證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秦銘鴻弟兄/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弟兄姊妹感恩分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今天是見證主日】弟兄姊妹一同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二.【請參加成人主日學】〔信仰基要課程及受洗班〕主日

10:00-11:20在教會3樓，教師:王騰敏區長。〔約拿書〕主

日11:40-12:30教會1樓，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 

三.【急呼籲！用公投捍衛婚姻家庭及兒少教育】幸福盟持續呼

籲〈家庭主流化〉！盼望透過婚姻家庭和兒少教育的公投，

喚起國人對於台灣婚姻家庭議題的重視。*今天教會門口有

服務平台，請您多多支持簽署3份公投連署書，現場繳回。 

四.【下週8/5(日)下午2:00~4:00『牧養裝備會』】邀請臧汝芬

醫師分享“情緒與溝通“,幫助同工建立高EQ的互動關係，

請牧區長、小(副)組長預留時間參加。 

五.【南庄夏令營8/23(四)〜8/27(一)隊員請開始繳費】報名一

天300元/二天600元/三天800元/四天900元/五天1000元(含

交通食宿補貼)。 

六【歡迎購買八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

靈修 親近神，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6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家長 1人 

 

青少年主日學 

7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炳輝牧師$16,500 

主日奉獻 $5,901 $4,050 

什一奉獻 $33,500/13筆 $2,550/2筆 

感恩奉獻 $11,500/4筆 $1,000/1筆 

宣道奉獻 $5,000/2筆 $2,300/2筆 

合計 $55,901 $9,900 $160 

每週默想「於是保羅回答：『你們為

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

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

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21:13 



2018.7.22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榮耀的年日】  
以賽亞書 29:1-4 

講員：林炳輝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請參加成人主日學】〔信仰基要課程及受洗班〕主日第一

堂10:00-11:20在教會3樓，教師:王騰敏區長。〔約拿書〕主

日第二堂11:40-12:30教會1樓，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 
二.【預告八月新課程

新約綜覽裝備課程[雅各書/彼得前後書]】主日上午

11:40-12:30在教會一樓，講員:大衛.鮑森DVD播放教學，課教導

航：鄭文達牧師/陳德慶弟兄/王騰敏區長 

   [8/5雅各書，8/12雅各書，8/19彼得前書，8/26彼得後書]。 

三.【急呼籲！用公投捍衛婚姻家庭及兒少教育】幸福盟持續呼

籲〈家庭主流化〉！盼望透過婚姻家庭和兒少教育的公投，

喚起國人對於台灣婚姻家庭議題的重視。*今天教會門口有

服務平台，請您多多支持簽署3份公投連署書，現場繳回。 

四.【下週7/29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分享見證0920-

920-137，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五.【8/5(日)下午2:00~4:00『牧養裝備會』】邀請臧汝芬醫師

分享“情緒與溝通“,幫助同工建立高EQ的互動關係，請牧

區長、小(副)組長預留時間參加。 

六.【南庄夏令營8/23(四)〜8/27(一)隊員請開始繳費】報名一

天300元/二天600元/三天800元/四天900元/五天1000元(含

交通食宿補貼)。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9人 

主日第二堂 

共 49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人 10 

家長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華傳$2,000 

為正鴻牧師$2,000 

為伯大尼兒少之家$1,000 

 

主日奉獻 $7,230 $3,980 

什一奉獻 $67,120/22筆 $19,680/7筆 

感恩奉獻 $5,200/7筆 $18,600/6筆 

宣道奉獻 $13,500/4筆 $2,000/2筆 

其他奉獻 $50/1筆 $400/1筆 

合計 $93,100 $44,660 $300 

每週默想「2問他們：『你們信的時候領受

了聖靈沒有？』他們說：『沒有，我們連

甚麼是聖靈都沒有聽過。』…6保羅給他們

按手，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他們開始說

方言和說預言。」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19:2、6 



2018.7.15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真正好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團隊商議同心協力】  
使徒行傳第 15 章團隊服事的真理應用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今天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同工至教會3樓開會。 

二.【請參加成人主日學】〔信仰基要課程及受洗班〕主日第一

堂10:00-11:20在教會3樓，教師:王騰敏區長。〔約拿書〕主

日第二堂11:40-12:30教會1樓，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

邀請您與火爆先知約拿，一同踏上偉大的宣教旅程！ 

三.【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9/18(二)~12/25(二)晚7:30~9:30
本堂一樓，由趙國俊牧師授課，把握時機裝備自己！每人

2100元，今天報名只要1900元，新生手續費300元，歡迎

向怡婷姐妹報名。 
四.【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病中肢體、為單親、貧

困弱勢家庭來守望禱告。 

五.【預告7/29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分享見證0920-

920-137，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六.【預告8/5(日)下午2:00~4:00『牧養裝備會』】邀請臧汝芬

醫師分享“情緒與溝通“,幫助同工建立高EQ的互動關係，

讓我們在彼此服事時也能聆聽主的聲音〜零阻礙！「我的羊
聽我的聲音，我認識牠們，牠們也跟從我。」請牧區長、小

(副)組長預留時間參加。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85人 

主日第二堂 

共 72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4人 

家長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6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伯大尼兒少之家$500 

為家慧師母$2,000 

為正鴻牧師$2,000 

為麗美傳道$1,000 

為念庭姐妹$1,000 

 

主日奉獻 $4,700 $6,853 

什一奉獻 $68,020/20筆 $35,950/10筆 

感恩奉獻 $19,700/11筆 $9,500/4筆 

宣道奉獻 3,300/3筆 $5,150/5筆 

愛心奉獻 9,800/5筆  

其他奉獻 2,050/2筆 $9,000/1筆 

合計 $107,570 $66,453 $618 

每週默想「11這地方的猶太人比帖撒羅尼

迦的人開明，熱心領受這道，天天查考聖

經，要知道這道是否真實。
12
所以，他們

中間有許多信了，又有希臘的尊貴婦人，

男人也不少。」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17:11-12 



2018.7.8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司琴：顏怡甄執事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恆久在神的恩中】  
經文：聖經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 13：34-49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請參加成人主日學】7/1起〔信仰基要課程及受洗班〕主日第一

堂10:00-11:20在教會3樓，教師:王騰敏區長。7/8起〔約拿書〕

主日第二堂11:40-12:30教會1樓，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邀
請您與火爆先知約拿，一同踏上偉大的宣教旅程！課程主題：7/8

逃避神話語 7/15海底深低語 7/22城中傳話語 7/29體貼神心意。 

二 .【歡迎報名2018.8.26(日 )施洗禮】請向教會報名並參加

7/1~7/29主日早10:00-11:20在教會3樓的『受洗真理課程』填

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

護人面談同意。 
三.【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9/18(二)~12/25(二)晚7:30~9:30

本堂一樓，由趙國俊牧師授課，請把握時機裝備自己！每人2100
元，7/15前報名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報名費手續費300元，歡

迎向怡婷姐妹報名。 
四.【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病中肢體、為單親、貧困弱勢

家庭來守望禱告。 

五.【預告7/29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分享見證0920-920-137

，數算恩典頌讚歸主名！ 

六.【預告8/5(日)下午召開『牧養裝備會』】請牧區長、小(副)組長

預留時間參加。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1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4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12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伯大尼兒少之家$53,900 

為家慧師母$10,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怡婷姊妹$2,000 

 

主日奉獻 $4,110 $5,400 

什一奉獻 $64,500/20筆 $27,700/9筆 

感恩奉獻 $7,700/7筆 $10,000/3筆 

宣道奉獻 $300/1筆 $1,000/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77,610 $44,100 $190 

  

每週默想「夜間，有異象向保羅

顯現。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

說：『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

助我們！』。」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16:9 



2018.7.1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公義的神】  
經文：詩篇 146 篇 

講員：伯大尼兒少之家-崔文海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2 0 1 8 成 人 主 日 學 兩 班 陸 續 開 課  

7/1 起〔信仰基要課程及受洗班〕 
主日第一堂 10:00-11:20 在教會 3 樓  

教師:鄭牧師、王騰敏區長..等 

 
7/8 起〔約拿書〕教會 1 樓 

與火爆先知約拿，一同踏上偉大的宣教旅程 

主日第二堂 11:40-12:30  

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等 
四單元主題：7/8逃避神話語 7/15海底深低語 

7/22城中傳話語 7/29體貼神心意  



 
 
 

 

一.【歡迎伯大尼兒少之家牧者同工蒞臨分享】由崔文海牧師證

道﹑王志明主任做見證﹑鮑基慧院長分享伯大尼的事工。 
二.【7/2(一)欣然相遇禱告工作坊】晚上7:30-9:00在教會一樓

，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預備渴慕的心來享受寧靜的時刻，

聆聽神、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三.【歡迎報名2018.8.26(日)施洗禮】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

7/1~7/29主日上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

在教會3樓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四.【影音事奉需要新血投入】歡迎報名加入主日[音控][投影]的

侍奉行列，天母禮拜堂需要你!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牧師

，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本堂一樓。請把握時

機裝備自己！12人以上開班，每人2100元，7/15前報名優

惠只要1900元，新生報名費手續費300元，歡迎向怡婷姐妹

報名。 
七.【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病中肢體、為單親、

貧困弱勢家庭來守望禱告。 
六.【歡迎購買七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

靈修 親近神，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共 93人 主日第二堂共 66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0人 

家長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劍萍牧師

$2,000 

主日奉獻 $9,250 $3,150 

什一奉獻 $39,500/16筆 $26,000/5筆 

感恩奉獻 $205,000/6筆 $21,000/6筆 

宣道奉獻 $27,700/4筆 $1,000/1筆 

其他奉獻 $5,950/4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1,500/1筆 

合計 $288,400 $52,650 $240 

每週默想「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

教會卻為他切切禱告神。」 
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12:5 



  



2018.6.24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林劍萍牧師&真正好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敬拜讚美的概念與實務】  
講員：林劍萍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2018 成人主日學兩班陸續開課 

7/1 起〔信仰基要課程及

受洗班〕 
主日第一堂 10:00-11:20 

在教會 3 樓  

教師:鄭牧師、王騰敏區長..等 

 
預告 7/8 起〔約拿書〕 

與火爆先知約拿，一同踏上偉大的宣教旅程 
主日第二堂 11:40-12:30 在教會 1 樓  

教師:蔡宛蓉姐妹、鄭牧師..等 
四單元主題：7/8逃避神話語 7/15海底深低語 

7/22城中傳話語 7/29體貼神心意 



 

 

 

 

 
 

一.【6/30(六)南庄暑期夏令營隊輔訓練】6/30(六)上午10:00-下午

4:00請同工準時在教會3樓集合受訓。 
二.【6/30(六)闕琳姊妹生命見證分享會】6/30(六)晚上6:30-9:00在

教會一樓分享1.信仰如何塑造闕琳 2.在家教育 3.留學 4.親子關

係 5.男女界線，歡迎青少年﹑家長參加。 
三.【7/1(日)邀請伯大尼兒少之家蒞臨分享】由崔文海牧師證道﹑王

志明主任做見證﹑鮑基慧院長分享伯大尼的事工。 
四.【影音事奉需要新血投入】歡迎報名加入主日[音控][投影]的侍奉

行列，天母禮拜堂需要你!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牧師，

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本堂一樓。請把握時機裝備自

己！12人以上開班，每人2100元，7/15前報名優惠只要1900元
，新生報名費手續費300元，歡迎向怡婷姐妹報名。 

六.【歡迎購買七月『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靈修

 親近神，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 
 

肢體消息 

恭喜蔡宛蓉姊妹日前完成華神「延伸神學證書科」學程，求主賜福每位願

為神國受裝備的弟兄姊妹，都成為神國精兵將領，一生致力傳揚神的道。 

李宗桂弟兄的父親李江興老先生於6/8(五)息了世上的勞苦，6/28(四)將

舉辦家族告別式，求主賜下安慰，願平安充滿家人的心。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共 88人 主日第二堂共 49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8人 

家長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10人 

上週代轉奉獻 

 

為家慧師母

$2,500 

主日奉獻 $5,600 $3,431 

什一奉獻 $35,640/16筆 $32,200/7筆 

感恩奉獻 $14,200/10筆 $4,500/3筆 

宣道奉獻 $9,400/7筆  

其他奉獻 $1,560/6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66,400 $41,131 $271 

每週默想「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

畏神。他多多賙濟百姓，常常向神禱告。

…..天使對他說：『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

已達到神面前，蒙記念了。』」 
和合本修訂版使徒行傳10:2-4 



  



2018.6.17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 &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趁著還有今日】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報名 2018.8.26 (日 )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 7/1~7/29

主日上午 10:00-11:20的『受洗

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 3樓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

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 

 我報名 2018. 8. 26 (日) 第 4 週主日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一.【影音事奉需要新血投入】歡迎報名加入主日[音控][投影]

的侍奉行列，天母禮拜堂需要你! 

二.【暑假期間各小組聚會情況】請小組長協助回報給行政同工

作登記。 

三.【
歡迎報名

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
授課：

趙國俊牧師。

上課：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本堂一樓。請把

握裝備成長的機會。同一教會5人以上，每人2100元，(7/15

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報名費另收300元。 

四.【呼籲全民用公投捍衛婚姻家庭及兒少教育】幸福盟持續呼

籲加強〈家庭主流化〉政策宣傳，盼望透過婚姻家庭和兒少

教育的公投，喚起國人對於台灣婚姻家庭議題的重視。6/10

上週日發下的3份公投連署書，請您支持簽署，盡快繳回。 

 
肢體代禱：請為6/17(日)-6/18(一)教會在太

平洋愛琴海溫泉會館舉辦的夫妻營會，有陳牧

師夫婦﹑鄭牧師夫婦﹑振球執事夫婦和另外8對

夫妻參加，願聖靈大能運行，使每一對夫妻都

被神的愛充滿。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66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0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成人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為家慧師母$500 

為文達牧師$1,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華傳經常費$2,000 

為炳輝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主日奉獻 $4,000+HKD100 $5,500  

什一奉獻 $39,330/15筆 $30,100/12筆 

感恩奉獻 $31,200/5筆 $25,800/9筆 

宣道奉獻 $7,600/7筆 $1,500/2筆 

愛心奉獻 $3,000/3筆 $1,000/1筆 

其他奉獻  $1,350/1筆 

建堂奉獻  $500/1筆 

合計 $85,130 $65,750 $275 

  

每週默想「55但司提反滿有聖靈，定睛望天

，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

右邊，56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邊。』」 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7:55-56 



【欣然相遇禱告工作坊】7/2-8/6每週一晚上7:30-9:00在教會一

樓，請預備心 

  



2018.6.10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 司琴：趙心慈姐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
教會大計

委身家庭建造】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 2：38－47〉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公投起跑 呼籲全民用公投捍衛婚姻家庭及兒少教育
幸福盟持續呼籲加強〈家庭主流化〉政策宣傳，

盼望透過婚姻家庭和兒少教育的公投，喚起國人

對於台灣婚姻家庭議題的重視。 
 

3份公投連署書附於週報夾頁， 

請您支持簽署，今天繳回。 
 

一、婚姻定義公投：「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二、適齡性平教育公投：「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

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

定之同志教育？」 

三、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性二人權益公投：「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

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

急需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

「代轉奉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二.【今天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同工至教會3樓開會。 

三.【QT短跑活動進行中】歡迎加入每天QT，用神的話改變屬靈

體質、生命更新！*歡迎購買6月活潑生命靈修月刊@120元。 

四.【歡迎報名2018.8.26(日)施洗禮】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

7/1~7/29主日上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

在教會3樓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

牧師。上課：2018.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在本

堂一樓。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同一教會5人以上，

每人2100元，(7/15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

報名費另收300元。 

六.【影音事奉需要新血投入】歡迎報名加入主日[音控][投影]

的侍奉行列，天母禮拜堂需要你! 

肢體代禱：正鴻牧師昨天帶領團隊[雅慧傳道﹑陳蓉﹑陳荃﹑嗣英﹑瑞美

﹑秉詳﹑建霖﹑曉方﹑筑葭﹑芮郁﹑草山扶倫社同去南庄服侍，今天將返

回，求主保守路程平安，聖靈的工作不斷充滿在南庄使更多人歸向真神。 
 

上週主日 
主日第一堂 

共 99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70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0人 

家長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12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為家慧師母$200 

為正鴻牧師$18,000 

為學園傳道會$6,800 

為華傳$1,000 

主日奉獻 $7,020 $6,400  

什一奉獻 $87,250/20筆 $51,700/13筆 

感恩奉獻 $9,700/7筆 $4,200/3筆 

宣道奉獻 $14,450/7筆 $1,000/1筆 

其他奉獻 $60/1筆  

合計 $118,480 $63,300 $362 

每週默想「許多信徒都一心一意，

沒有一人說他的任何東西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行傳4:32 



2018.6.3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聖靈帶來的突破--向萬族萬邦做見證】 

聖經：使徒行傳一章 8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報名 2018.8.26 (日 )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 7/1~7/29

主日上午 10:00-11:20的『受洗

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 3樓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

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 

 我報名 2018. 8. 26 (日) 第 4 週主日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一.【祝福陳正鴻牧師任新職】6月1日起正鴻牧師自本教會轉任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台灣辦事處秘書長，投入華傳差會

傳福音從華民到萬民的大使命。感謝陳正鴻牧師善良忠心擔

任本堂牧職六年，請參閱週報夾頁陳彥云牧師報告代禱信。 

二.【今天主日新人午餐會】邀請這三個月來的新朋友今天中午

1:00-2:30在社教1樓與教牧執事同工共享愛筵，彼此認識。

◎請弟兄姊妹陪伴您所邀請來的新朋友一同出席。 

三.【報名6/9(六)-6/10(日)南庄訪宣隊】請您今天和正鴻牧師

或怡婷幹事告知個人詳細報名資料。 

四.【QT短跑活動持續進行中/獎勵回報】為統計參加QT短跑的

獎勵禮券數，請在6/6前回報完成名單。1.有落戶小組者=請

回報小組長。2.未落戶小組者=請回報玫蘭執事或怡婷姐妹

。來不及參與五月QT短跑者，六~七月仍有短跑活動，歡迎

加入每天用神的話，改變屬靈體質、生命更新的行列！ 

    *歡迎購買6月活潑生命靈修月刊@120元。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

牧師。上課：2018.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在本

堂一樓。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同一教會5人以上，

每人2100元，(7/15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

報名費另收300元。 

六.【6/10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同工屆時至教會3樓開會。 
 

上週主日 5/27 本堂主日 44 人 5/27
家庭日

客神主日 134 人 

青少年主日學 

5人 

主日奉獻 $4,147 $14,823筆 

什一奉獻 $11,600/4筆 $5,500/5筆 

感恩奉獻 $4,500/4筆 $4,000/5筆 

宣道奉獻  $200/1筆 

其他奉獻 $115/1筆  

建堂奉獻  $2,000/2筆 

合計 $20,362 $26,523 

每週默想「彼得對他們說：『你們

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使你們的罪得赦免，就會領受所

賜的聖靈。』」和合本修訂版使徒2:38 



2018.5.27 主日敬拜 9:40-10:00 會前禱告 
 

10:00-10:30 

序樂  預備心靈  

詩歌  稱頌敬拜  
 

主領：陳正鴻牧師 

10:30-11:10 

主日信息  
 

【榜樣】  
聖經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21 節 

講員：榮總院牧部孫復華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今天5/27家庭日

〝愛+好幸福〞 

今天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戶

外家庭日，上午先在桃園龍潭『客家宣教神學院』

主日敬拜，中午前往新埔鎮九芎湖陳家休閒農場用

餐休憩。 

今天本堂僅第一堂主日，感謝榮總院牧部孫復華

牧師蒞臨本堂證道，今天的主日學與愛宴暫停1次。  



2018.5.27 家庭日客神主日敬拜 
 

10:00-10:30 

序樂 -預備心靈  

詩歌 -稱頌敬拜  
 

主領：真正好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甘心樂意～活出愛】  
聖經經文：歌羅西書 3:23-24 

講員：客家宣教神學院_何榮泰副院長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今天5/27家庭日

〝愛+好幸福〞 

今天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戶

外家庭日，上午先在桃園龍

潭『客家宣教神學院』主日敬拜，中午前往新埔鎮

九芎湖陳家休閒農場用餐休憩。 

 感謝客家宣教神學院_何榮泰副院長今天為我們

分享主日信息。 



 

 
 
 

一.【端午佳節行程請把握最後機會報名愛琴海夫妻營會】

6/17(日)18:00~6/18(一)18:00，歡迎婚齡10年以內的夫妻報

名，預訂12對夫妻，每對夫妻$5,000元。採用《婚姻的藝術

》一書為材料內容，地點萬里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二.【下週6/3主日新人午餐會】邀請這三個月來的新朋友6/3(日)

中午1:00-2:30在社教1樓與教牧執事同工共享愛筵，彼此認

識。◎請弟兄姊妹陪伴您所邀請來的新朋友一同出席。 

三.【歡迎報名8.19(日)施洗禮】報名受洗請參加7/1~7/29主日上

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3樓。並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18歲以上為原則

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四.【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歡迎向正鴻牧師報名6/9(六)-10(

日)及8/23(四)-8/27(一) 夏令營短宣隊。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

牧師。上課：2018.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在本堂一

樓。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同一教會5人以上，每人

2100元，(7/15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報名

費另收300元。 

2018.5.13 主日第一堂共 79人 主日第二堂共 58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3人 

青少年主日學 

6人 

主日奉獻 $5,850元 $6,230  

什一奉獻 $56,500/17筆 $14,500/5筆 

感恩奉獻 $7,200/3筆 $22,000/7筆 

宣道奉獻 $7,100/4筆  

其他奉獻 $100/1筆  

合計 $76,750 $42,730  $236 

每週默想「知道向祢歡呼的，

那民有福了！耶和華啊，他們

要行走在祢臉的光中。」 
和合本修訂版詩篇89:15 



2018.5.20 聖靈降臨節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活石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福臨萬邦 生日快樂】 
聖經
以賽亞書 44:3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下週5/27家庭日〝愛+好幸福〞 

弟兄姊妹請留意5/27本堂僅第一

堂主日，將邀請榮總院牧部孫復

華牧師蒞臨證道，主日學+愛宴

暫停一次。 

◎ 參加家庭日活動的弟兄姊妹5/27(日)上午7:00集

合在中山北路七段圓環萊爾富門口，7:30準時發車

，預計當天17:30回到台北。請自備水、外套、雨具

、遮陽防曬品、防蚊、個人常備藥品、筆。 

◎ 請小組長協助提醒弟兄姊妹及受邀親友。 

*活動聯絡：鄭牧師0922-086-768、振球執事0930-682-548 

                               怡婷幹事0934-191-137 



 

 
 
 

一.【今天榮總主日】10:00-11:00中正樓2樓主日敬拜，由鄭牧師

信息分享、秦銘鴻弟兄/蒲心慧姐妹帶領敬拜、榮總探訪團隊

接待服事，願聖靈大大澆灌充滿其中。 

二.【今天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執事到3樓開會。 

三.【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昨天出發一隊今天返回，求主

保守出入平安，賜福南庄更多人歸向真神！歡迎繼續向正鴻

牧師報名6/9(六)-10(日)及夏令營8/23(四)-8/27(一)短宣隊。 

四.【歡迎報名8.19(日)施洗禮】報名受洗請參加7/1~7/29主日上

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3樓。並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18歲以上為原則

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五.【歡迎報名2018客神秋季延伸班『羅馬書』】授課：趙國俊

牧師。上課：2018.9.18(二)~12.25(二)晚上7:30~9:30在本堂一

樓。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同一教會5人以上，每人

2100元，[7/15前報名享早鳥優惠，只要1900元]，新生報名

費加收300元。 

2018.5.13 
主日第一堂 

共 114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8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2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12,820元 $5,891 為正鴻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57,840/23筆 $35,250/7筆 

感恩奉獻 $9,810/10筆 $6,000/4筆 

宣道奉獻 $6,600/6筆 $1,000/1筆 

愛心奉獻 $2,700/3筆  

其他奉獻 $2,000/1筆  

合計 $91,770 $48,141 $135 

每週默想「1萬軍之耶和華啊，祢的

居所何等可愛！2我羨慕渴想耶和

華的院宇，我的內心，我的肉體向

永生神歡呼。」和合本修訂版 詩篇84:1-2 



2018.5.13 母親節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 司琴：顏怡甄執事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敬虔母親愛滿足】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撒母耳記上 2:1-2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QT短跑活動 開跑中〜 

鼓勵弟兄姊妹發揮QT研習

果效，每天以〈活潑的生命〉靈

修，每日單獨會主，親近主改變

屬靈體質、帶來生命更新。(詳情請參閱QT短跑活動報名表) 
 

 活動辦法：每日確實以『活潑的生命』靈修並註記

筆記後，將當日內頁截角貼在QT短跑活動報名後頁

表格中，次月請交給小組長確認。 

 活動獎勵：五月~七月每月QT達到21天，每月可得

獎勵金禮券300元。歡迎向小組長或玫蘭執事報名。  



 

 

 

 

 
 

一.【今天是歡慶母親節聖餐主日】歡迎您一同來頌讚主恩，感

念母親的愛，教會為媽媽們預備了貼心小禮物，敬祝母親們

平安喜樂！弟兄姊妹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急需關

懷者”愛心奉獻。如有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代轉奉

獻」，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二.【今天請完成報名繳費5/27(日)家庭日〝愛+好幸福〞】搭遊

覽車當天來回，
地點

龍潭客家神學院、九芎湖陳家休閒農場享

用客家美食，悠遊漫步園區。[費用=國中以上$400，小學$200

，幼兒園以下免費]。 

三.【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共有三梯次5/19(六)-20(日)，

6/9(六)-10(日)，夏令營8/23(四)-8/27(一)，歡迎向正鴻牧師

0981-424-007報名加入短宣隊。 

四.【5/20(日)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執事到3樓開會。 

五.【5/20榮總主日】10:00-11:00中正樓2樓主日敬拜，由鄭牧師

信息分享、秦銘鴻弟兄/蒲心慧姐妹帶領敬拜、榮總探訪團隊

接待服事。 

六.【歡迎報名8.19(日)施洗禮】報名受洗請參加7/1~7/29主日上

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3樓。並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18歲以上為原則

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2018.5.6 
主日第一堂 

共 89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8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1人 

青少年主日學 

10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4,200元 $5,130 為炳輝牧師$3,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榮凱弟兄$2,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怡婷姐妹$2,000 

什一奉獻 $128,390/27筆 $38,500/12筆 

感恩奉獻 $25,620/15筆 $7,000/5筆 

宣道奉獻 $10,150/6筆 $3,500/3筆 

其他奉獻 $3,600/1筆  

合計 $171,960 $54,130 $150 

每週默想「你不再稱為『被撇棄的』，

你的地也不再稱為『荒蕪的』；你要稱

為『我所喜悅的』，你的地要稱為『有

歸屬的』。因為耶和華喜悅你，你的地

必歸屬於他。」和合本修訂版 以賽亞書62:4 



2018.5.6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領會：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讓神來調整我的生命】 
經文：以賽亞書 55 章 1-13 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6/17(日)18:00 ~ 6/18(一)18:00 

愛琴海夫妻營會 
 歡迎婚齡 10 年以內的夫妻報名 

 預訂 12 對夫妻，費用$5000 

 採用《婚姻的藝術》一書為材料內容 

端午佳節行程6/17(日)18:00
萬里

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報到! 

               6/18(一)18:00 活動結束。 
內容 愛之迸發、愛之褪色、愛之舞動、愛之中斷、愛之火辣、 

愛之永恆…。 
 

探討、學習了解彼此差異與期待，

促進夫妻關係… 

報名請洽：項姐妹 2871-1622*9 



 

 

 

 

 

一.【今天擴大牧養同工會- QT研習會】感謝推喇奴書房總編

/活潑的生命國際中文版總編-王桂珠傳道下午2:00-5:30

蒞臨本堂指導，請小(副)組長、屬靈家長務必出席，備

有下午茶，歡迎弟兄姊妹都來參加！請帶上自己的聖經

、五月份活潑的生命、筆、水杯。 

二.【下週5/13母親節聖餐主日】竭誠邀請家人朋友來參加

，有獻詩、舞蹈、還有為媽媽們預備貼心小禮物。 
三.【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三梯次5/19(六)-20(日)，

6/9(六)-10(日)，夏令營8/23(四)-8/27(一)，請您同心代

禱，歡迎向正鴻牧師0981-424-007報名加入短宣隊。 

四.【請即報名5/27(日)家庭日~〝愛+好幸福〞】搭遊覽車

當天來回，地點龍潭客家神學院、九芎湖陳家休閒農場享

用客家美食，悠遊漫步園區。[請以4/22週報活動DM報名

繳費，國中以上$400，小學$200，幼兒園以下免費]。 

五.【歡迎報名8.19(日)施洗禮】報名受洗請參加7/1~7/29主

日上午10:00-11:20的『受洗基要真理課程』，在教會3

樓。並請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2018.4.29 
主日第一堂 

共 103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0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2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6,950 $5,680 為家慧師母4000 

為博洋弟兄5000 什一奉獻 $22,500/11筆 $14,200/5筆 

感恩奉獻 $6,200/6筆 $8,000/2筆 

宣道奉獻 $5,300/2筆  

其他奉獻 $2,450/2筆 $11,700/2筆 

合計 $43,400 $39,580 $370 

每週默想「我所要的禁食，豈不是

要你鬆開兇惡的繩，解開軛上的索

，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

軛嗎？」    和合本修訂版以賽亞書58:6 



QT 研習會  
 

2018.4.29 見證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領會：陳正鴻牧師/Jp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弟兄姊妹感恩見證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擴大同工會-請小(副)組長、屬靈家長務必出席 

推喇奴QT事奉團隊本堂一樓舉辦 

 

備有下午茶，誠摯邀請 

弟兄姊妹都來參加！ 

 

  請帶自己的聖經、筆 

五月份活潑的生命、水杯。 



每週默想「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

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

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

仰慕他。」  和合本修訂版以賽亞書53:2 

 

 

 

一.【今天見證主日】謝謝弟兄姊妹的見證分享，一同數算

恩典共沐主恩，頌讚歸主名！ 

二.【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三梯次5/19(六)-20(日)，

6/9(六)-10(日)，夏令營8/23(四)-8/27(一)，請您同心代

禱，歡迎向正鴻牧師0981-424-007報名加入短宣隊。 

三.【歡迎儘快報名5/27(日)教會家庭日~〝愛+好幸福〞】

搭乘遊覽車當天來回，地點桃園龍潭客家神學院、九芎湖

陳家休閒農場享用客家美食，悠遊漫步園區及九穹湖步

道享受大自然。[請以4/22週報夾頁DM報名繳費]。 

四.【5/5(六)從電影談愛與關係】主講者:黃柏威諮商心理師(

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 )諮商心理師，本週六5/5(六 )晚上

7:00-9:30歡迎來本堂一樓看電影談心。 

五.【歡迎加入主日事奉團隊】徵召主日接待、投影、音控

，有意願者請洽項姐妹。 

六.【歡迎購買『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

靈修 與 神親近，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活

潑生命。 

2018.4.22 
主日第一堂 

共 77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5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6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5,850 $4,120 為迦拿婚姻成長協會

$3,000 

 
什一奉獻 $35,250/14筆 $24,000/6筆 

感恩奉獻 $12,500/9筆 $14,200/6筆 

宣道奉獻 $700/2筆  

合計 $54,300 $42,320 $190 

  



2018.4.22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領會：活石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婚姻溝通有妙方》 
講員：

迦拿婚姻家庭成長協會
鄒盛發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邀請 推喇奴QT事奉團隊 蒞臨本堂舉辦 

QT 研習會 
讓我們愛上QT每日遇見神 

擴大同工會請小(副)組長、屬靈家長務必出席 
當天將分組學習…1.何謂 QT？QT 的定義。2.為了 QT 要先做預備。

3.QT 的步驟。4.要讀神的話語：讀的方法-尋找話語的種子。5.要默

想(SPACE 方法)。6.應用的三要素。7.QT 所帶來的祝福。8.要分享

(改變世界的力量，幸福的秘訣)。9.分享時的注意事項。10.小組長

的角色=帶領者的角色（要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主持人）。 

*請帶自己的聖經、五月份活潑的生命、筆。 

*請小組長在群組中回報人數。 



每週默想「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

孩，不憐憫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

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和合本修訂版以賽亞書49:15 

 

 

 

 

一.【歡迎〝迦拿婚姻成長協會〞鄒盛發牧師蒞臨本堂分享信息】今天

〔校園書房〕來到本堂設攤，歡迎支持選購福音書籍。 

二 .【下週4/29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見證分享

0920-920-137，數算恩典共沐主恩，頌讚歸主名！ 

三.【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三梯次5/19(六)-20(日)，

6/9(六)-10(日)，夏令營8/23(四)-8/27(一)，請您同心代

禱，歡迎向正鴻牧師0981-424-007報名加入短宣隊。 

四.【5/27(日)教會家庭日~〝愛+好幸福〞】搭乘遊覽車當

天來回，地點桃園龍潭客家神學院、九芎湖陳家休閒農場

享用客家美食，悠遊漫步園區及九穹湖步道享受大自然

。請參閱夾頁活動DM，請您代禱並邀請親友參加。 

五.【從電影談愛與關係】主講者: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諮商心理

師，5/5(六)晚上7:00-9:30歡迎來本堂一樓

看電影談心。 

六.【歡迎加入主日事奉團隊】徵召主日接

待、投影、音控，有意願者請洽項姐妹。 

 

2018.4.15 
主日第一堂 

共 78 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9 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8人 

老師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12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5,010 $3,461 為家慧師母$20,000 

 什一奉獻 $50,000/15筆 $36,000/9筆 

感恩奉獻 $6,500/6筆 $14,200/9筆 

宣道奉獻 $4,300/4筆 $1,000/1筆 

其他奉獻 $485/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67,295 $54,661 $440 



  



2018.4.15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領會：真正好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神的榮耀必然顯現》 
經文：以賽亞書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每週默想「3雅各家，以色列家所有的餘

民哪，你們自從生下就蒙我抱，自出母胎

便由我來背，你們都要聽從我。4直到你

們年老，我不改變；直到你們髮白，我仍

扶持。我已造你，就必背你；我必抱你，

也必拯救。」    和合本修訂版以賽亞書46:3-4 

 

 

 

一.【今天召開董執事會議】14:00請董執事至3樓開會。 

二.【4/22(日)〝迦拿婚姻協會〞鄒盛發牧師來分享信息】當

天也邀請〔校園書房〕將來到本堂設書攤，歡迎選購福

音書籍文具禮品。 

三 .【預告4/29見證主日】歡迎向璧華師母報名見證分享

0920-920-137，數算恩典共沐主恩，頌讚歸主名！ 

四.【苗栗南庄訪宣隊招募隊員】5/19(六)-20(日)歡迎向正鴻

牧師0981-424-007報名參加。 

五.【5/27(日)教會家庭日~〝與神桐遊.遇見幸福〞】搭乘遊

覽車當天來回7:30-17:30，地點：桃園龍潭客家神學院

、客家美食饗宴、享受大自然芬多精洗禮，活動DM近

期公布，請您預備時間邀請親友參加。 

六.【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教會、為福音宣揚、

為個人生命突破與家庭關懷來禱告，若有需要代禱可填

寫「禱告單」，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禱告。 

七.【歡迎加入主日事奉團隊】徵召主日接待、投影、音控

人員，有意願學習服事的弟兄姊妹請洽項姐妹。 

 

2018.4.8 
主日第一堂 

共 95人 

主日第二堂 

共 56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6,850 $4,030 為家慧師母$21000 

為文達牧師$2,000 

為正鴻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50,850/20筆 $24,500/7筆 

感恩奉獻 $28,900/14筆 $11,000/6筆 

宣道奉獻 $8,250/5筆 $4,000/4筆 

其他奉獻  $1,800/1筆 

愛心奉獻 $3,700/4筆 $3,000/1筆 

合計 $98,550 $48,330 $70 



2018.4.8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領會：莊璧華師母  司琴：趙心慈姐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我必成全》 
經文：約翰福音 14：1－14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每週默想「
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

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萬邦。2他不喧嚷，不

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3壓傷的

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他憑信實將公理傳開。」 
和合本修訂版以賽亞書42:1-3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

和“急需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

個人的「代轉奉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2018.3月愛心部門收入$4,000元，支出$87,000/4筆 

二.【4/15(日)召開董執事會議】14:00請執事至3樓開會。 

三.【4/22(日)〝迦拿婚姻協會〞鄒盛發牧師來分享信息】當

天也邀請〔校園書房〕將來到本堂設書攤，歡迎選購福

音書籍文具禮品。 

四.【預告4/29見證主日】歡迎弟兄姊妹向璧華師母報名見

證分享0920-920-137，數算恩典使人共沐主恩，頌讚

歸主名！ 

五.【預告4/29〝QT研習會〞】4/29(日)14:00-18:30邀請推

喇奴QT事奉團隊來到本堂，讓我們愛上QT~每日遇見神

！歡迎小組長邀請組員參與並回報人數給怡婷姊妹。 

六.【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教會、為福音宣揚、

為個人生命突破與家庭關懷來禱告，若有需要代禱可填

寫「禱告單」，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2018.4.1 
主日第一堂 

共 92人 

主日第二堂 

共 67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6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9,500 $4,050 為家慧師母$103,000 

為炳輝牧師$3,000 

為榮凱弟兄$2,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怡婷姐妹$2,000 

什一奉獻 $87,700/21筆 $24,550/7筆 

感恩奉獻 $38,500/7筆 $11,550/8筆 

宣道奉獻 $7,000/3筆 $5,300/5筆 

其他奉獻  $11,700/3筆 

合計 $142,700 $57,150 $400 



2018.4.1 復活節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盟約敬拜團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作死裡復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經文：使徒行傳四章 5-12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4/29(日)14:00-18:30 邀請 推喇奴QT事奉團隊 

本 堂 舉 辦    QT研習會  

歡迎小組長邀請弟兄姊妹熱情參與！ 

讓我們「愛上QT每日遇見神」 
…課程將教導… 

1.何謂 QT？QT 的定義。 2.為了 QT 要先做預備。 

3.QT 的步驟。 4.要讀神的話語：讀的方法-尋找話語的種子。 

5.要默想(SPACE 方法)。 6.應用的三要素。 7.QT 所帶來的祝福。 

8.要分享(改變世界的力量，幸福的秘訣)。 9.分享時的注意事項。 

10.小組長的角色=帶領者的角色（要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主持人）  



每週默想「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

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

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和合本修訂版

以賽亞書40:31 

 

 

 

 

一.【今天復活節施洗禮】11:20-11:40在教會1樓將為橄欖

小組-周培智姐妹舉行施洗禮，歡迎觀禮獻上祝福！ 

二.【栽培神國敬拜人才〝敬拜歌唱初階課程〞】由陳德嘉

老師指導，內容：敬拜意義、種類、歌唱初階訓練，歡迎

喜愛歌唱敬拜神的會友參加，上課日[4/20、5/4、5/25

、6/8、6/29、7/13 ]共六次，週五晚7:30-9:30在會堂。 

三.【預告4/22第四週主日】邀請〝迦拿婚姻協會〞鄒盛發

牧師來本堂分享信息，當天也邀請〔校園書房〕將來到

本堂設書攤，歡迎選購福音書籍文具禮品。 

四.【預告4/29見證主日】歡迎弟兄姊妹向璧華師母報名見

證分享0920-920-137，數算恩典使人共沐主恩，頌讚

歸主名！ 

五.【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普世、為台灣、為教

會、為弟兄姊妹個人生命突破與家庭來禱告，如您有需

要代禱，請您晚上8:30到會堂，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六.【2017年度奉獻收據印製完成】請小組長協助發放給小

組員，尚未落戶小組的弟兄姊妹，麻煩請您找項姊妹索

取，如需郵寄給您，請來電告知地址。 

2018.3.25 
本堂主日 

第一堂 84人 

遇見神營會 

共 7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8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7,200 $7,200 為家慧師母$3,000 

什一奉獻 $31,620/13筆 $13,000/5筆 

感恩奉獻 $35,300/14筆 $15,900/15筆 

宣道奉獻 $105,000/2筆  

其他奉獻  $6,000/2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180,120 $41,100 $300 



耶穌受難節

【詩 歌】～同來仰望耶穌 

「靠近十架」「因著十架愛」 

【獻詩】 : 「維亞多勒羅沙」- 天牧詩班 

【聖 餐】 

記念主 愛主 跟隨主 

【讀 經】 

「以賽亞書 53:4-6」 「以賽亞書 61:1」 

【禱 告】 

「來到主的寶座前」 

(請區長召聚牧區小組 圍坐一圈 互相代求) 

 

 聖餐的意義與真理  

 

祝禱謝恩 

同享基督 

一起獻祭 

記念捨身 

同立新約 

宣告主來 

省察自己 

哥林多前書 10:16「我們所祝謝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

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17 因

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人多，仍是一體，我們同享

一個餅。18 你們看那按肉體是以色列人的，那些吃祭物

的人豈不是與祭壇有份嗎？」 
哥林多前書 11:23「我當日傳給你們的是從主所領受的。主耶穌

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

是記念我。」
25
飯後，祂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

行，來記念我。」
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宣告

主的死，直到祂來。27 所以，任何不按規矩吃了主的

餅，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體和主的血了。28 人

應該省察自己，然後吃這餅，喝這杯。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 2:20] 

 

 

 

 

詩歌【靠近十架】 

1.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我願意別無所誇，只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詩歌【因著十架愛】 

主，祢的身體為我捨，祢的寶血為我流出， 誠然擔當我的憂患， 

定意背負我的痛苦，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因祢受刑罰我得平安， 

主啊，我回轉到祢面前，我要經歷醫治和平安。 

醫治和平安，因著十架愛，眾罪得赦免，因著十架愛， 

因著十架愛，因著十架愛，今我得潔淨，因著十架愛。 

詩班獻詩【維亞多勒羅沙】 

走過維亞多勒羅沙，那日在耶路撒冷，兵丁們嘗試開出一窄路。 

但群眾擁擠想看，這將要死在加略山的人。 

祂因鞭打不斷流血，背上佈滿了鞭痕，祂的頭上戴著荊棘的冠冕。 

祂每步都要承受，輕蔑來自想處死祂的人。 

「走過維亞多勒羅沙，稱做受難的道路，基督君王祂來像贖罪羔羊。 

但祂選擇這條路是因著愛，為你和我。 

走過維亞多勒羅沙，一路到那加略山。」 

*祂寶血洗淨，所有的靈魂，使祂甘心走過，那耶路撒冷。  



讀經【以賽亞書 53:4-6】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 

是被神擊打苦待。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因祂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讀經【以賽亞書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報好信息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由； 

 

詩歌【來到寶座前】 

讓我們再一次來到寶座前  不離去 

享受在祢愛中得著自由的應許  

無論是在晴天  或是經歷風雨 

靠著我主 愛我的主 在一切事上得勝有餘 

「來到祢寶座前  見祢的面 是何等恩典 

祢的憐憫和慈愛  讓我一無所缺 

來到祢寶座前  見祢的面 祢信實永不變 

十架的愛 陪伴我一直走  走進新的一天」 

 

  



 

 

 

 

 

 

 

 

 

 

 

 

 

 

  



2018.3.25 棕樹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鍾卉慈姊妹&信福小組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走向死亡之路》 
經文：約翰福音一章 12-19 節 

講員：台中活水浸信會唐定新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3/29(四)紀念主耶穌受難日，我們一同紀念這重要的時刻 

                       【 耶穌受難節 聖餐禮拜 】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報好信息給貧窮

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由。 

以賽亞書 61:1 

 

 

 

 

 



每週默想「37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

。
38
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39
對面

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

：『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和合本修訂版馬可福音15:37-39 

 

 

 

 

 

一.【歡迎 台中市活水浸信會 唐定新牧師 蒞臨本堂分享信息】

今天同時教會在萬里太平洋愛琴海舉辦遇見神營會，有77

人參加，故今天本堂只有一堂主日敬拜，愛宴暫停一次；

歡迎繼續參加第二堂11:40-12:30在教會一樓，由陳彥云牧

師教導的[師傅上菜]主日學。 

二.【3/30週五 ~ 生活學苑 主題『 溫老師帶我們唱出喜樂』】上

午10:00-11:30，歡迎邀請鄰居親友長輩參加。 

三.【歡迎來跳『讚美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8：00～9：00在

教會一樓，一起來跳讚美操，強壯你的身心靈！ 

四.【2017年度奉獻收據印製完成】請小組長協助發放給小組員

，尚未落戶小組的弟兄姊妹，麻煩請您找項姊妹索取，如

需郵寄給您，請來電告知地址。 

◎肢體代禱：請為參加遇見神營會的弟兄姊妹守望，願天父的愛充滿每一位

，都經歷聖靈大能使生命得自由與更新，每一位都蒙神保守出入平安。 

 
2018.3.18 第一堂 90人 第二堂 38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20人 

家長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8,241 $6,310 為家慧師母$24,000 

為文達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48,500/15筆 $5,500/6筆 

感恩奉獻 $8,800/7筆 $14,500/4筆 

宣道奉獻 $8,900/7筆 $1,000/1筆 

其他奉獻 $3,000/1筆 $4,050/1筆 

合計 $77,441 $31,360 $150 

 



  



2018.3.18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真正好敬拜團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將你最好的獻上！》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後書8-9章】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3/29(四)紀念主耶穌受難日，我們一同紀念這重要的時刻 

                       【 耶穌受難節 聖餐禮拜 】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報好信息給貧窮

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由。 

以賽亞書 61:1 

 

 

 

 

 



每週默想「為基督的緣故，我以軟弱、

凌辱、艱難、迫害、困苦為可喜樂的事

；因為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

強了。」
和合本修訂版哥林多後書12:10 

 

 

 

 

一.【今天歡迎觀賞『聖經史地課堂—從亞伯拉罕到約書亞』】

第二堂成人主日學時間11:40-12:30在教會一樓，延續陳彥

云牧師所教導的[師傅上菜]教學內容，播放DVD影片，片長

45分鐘。 

二.【今天召開董執事會議】下午2:00請到3樓開會。 

三.【3/23週五~生活學苑主題『 活的瑞智.活得開心』】上午

10:00-11:30邀請瑞智互助家庭-余亭樺社工專員來分享，

歡迎邀請鄰居親友長輩參加。 

四.【歡迎來跳『讚美操』】每週一到週五上午8：00～9：00在

教會一樓，一起來跳讚美操，強壯你的身心靈！ 

五.【3/25僅一堂主日敬拜台中市活水浸信會唐定新牧師分享信息】歡迎

繼續參加第二堂11:40-12:30陳彥云牧師教導的[師傅上菜]

主日學在教會一樓，3/25主日愛宴暫停一次。 

六.【2017年度奉獻收據印製完成】請小組長協助發放給小組員

，尚未落戶小組的弟兄姊妹，麻煩請您到3樓行政辦公室向

怡婷索取，如需郵寄給您，請來電告知地址。 

七.【啟示性敬拜禱告研習會】3/26(一)~27(二)19:00-21:00在

真道教會5樓會堂，服事團隊：印尼GBI萬隆區主任牧師曹

晉賢牧師與Proskuneo學校老師與敬拜團。 
◎肢體代禱：敬愛的端木惟順弟兄安息禮拜訂於3/21(三)上午10:00在第二

殯儀館『景仰樓2樓至善四廳』，求主安慰家屬，賜下救恩盼望。 
 

2018.3.11 第一堂 102人 第二堂 43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老師 5人 

青少年主日學 

8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7,530 $2,450 為家慧師母$24,000 

為文達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48,550/14筆 $16,000/4筆 

感恩奉獻 $28,700/10筆 $5,000/4筆 

宣道奉獻 $11,450/7筆  

愛心奉獻 $4,000/5筆  

合計 $100,230 $23,450 $190 



2018.3.11 聖餐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 

司琴：趙心慈姐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 建 造 主 的 家 》  
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3:6-15】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每月第二主日 請省察自己同領聖餐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同領聖餐的含意 

 

祝禱謝恩 
 

同享基督 
 

一起獻祭 
 

記念捨身 
 

同立新約 
 

宣告主來 
 

省察自己 

哥林多前書 10:16
「我們所祝謝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

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17

因為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人多，仍是一體，我們

同享一個餅。
18
你們看那按肉體是以色列人的，那

些吃祭物的人豈不是與祭壇有份嗎？」 
哥林多前書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是從主所領受的。主

耶穌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

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5 飯後，祂也照樣拿起杯

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

喝的時候，要如此行，來記念我。」26 你們每逢吃

這餅，喝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祂來。
27
所

以，任何不按規矩吃了主的餅，喝了主的杯，就是

干犯主的身體和主的血了。28 人應該省察自己，然

後吃這餅，喝這杯。
 



每週默想「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卻為你們成

了貧窮，好使你們因他的貧窮而成為

富足。」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後書8:9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急需關

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代轉奉獻

」，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2018.2月愛心部門收入

$29,730元，支出$31,730/2筆。 

二.【3/16週五~生活學苑主題『老化與壓力』】上午10:00-11:30邀請

台大林敬哲教授前來分享，歡迎邀請鄰居親友長輩參加。 

三.【3/16週五~客神與本堂合辦研經特會『流淚灑種 歡呼收割』】  

晚上7:30~9:10於本堂，特會講員：李慎政牧師，歡迎參加。 

四.【3/25因有遇見神營會本堂僅第一堂主日敬拜】第二堂11:40-

12:30在教會一樓，仍有陳彥云牧師教導的[師傅上菜]主日學，

歡迎參加，3/25主日愛宴暫停一次。 

五.【2017年度奉獻收據印製完成】請小組長協助發放給小組員，尚

未落戶小組的弟兄姊妹，麻煩請您到3樓行政辦公室向怡婷索取

，如需郵寄給您，請來電告知地址。 

六.【下週3/18(日)召開執事會議】下午2:00執事到3樓開會。 
 

◎肢體代禱：敬愛的譚媽媽[鄧承義姊妹]於3/3安息主懷，追思禮拜訂於

3/24（六）在淡水聖公會降臨堂（聖約翰大學校園內）淡水區淡金路四段499號，求

主安慰家人，特別堅固譚伯伯的身心靈。 
 

2018.3.4 第一堂 98人 第二堂 67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9人 

家長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14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4,150 $2,850 為家慧師母$10,000 

為炳輝牧師$2,000 

為正鴻牧師$2,000 

為榮凱弟兄$2,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怡婷姊妹$2,000 

什一奉獻 $72,800/20筆 $55,050/10筆 

感恩奉獻 $34,700/15筆 $10,750/10筆 

宣道奉獻 $11,200/5筆 $5,000/3筆 

其他奉獻  $500/1筆 

建堂奉獻  $1,000/1筆 

合計 $122,850 $75,150 $290 



2018.3.4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同受苦楚、同得安慰》 
聖經：哥林多後書一章1-11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每週默想「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

祢使我們回轉，使祢的臉發光，我們

就會得救！」
和合本修訂版 詩篇80:19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一.【尋牧委員會報告】感謝主！2/25教會尋牧委員會及執事會通過

新一任主任牧師人選為鄭文達牧師，也感謝過去這一年陳正鴻牧

師擔任「實習主任牧師」在主裡的辛勞，願上帝使用我們教會每

一位同工發揮自己的恩賜，同心建立合主心意的教會。 

二.【今天有新人午餐會】邀請這三個月來的新朋友今中午1:00-2:30

在社教1樓與教牧執事同工共享愛筵，彼此認識。◎請弟兄姊妹

陪伴您所邀請來的新朋友一同出席。 

三.【歡迎參加 客神與本堂合辦研經特會『流淚灑種 歡呼收割』】  

3/16(五)晚上7:30~9:10於本堂，特會講員：李慎政牧師。 

四.【歡迎報名4/1(日)復活節施洗禮並參加『基要信仰受洗班』】 

『基要信仰受洗班』主日 10:00-11:20第一堂在教會 3樓，為

初信者及參加 4/1施洗禮的弟兄姊妹所預備的基礎信仰課程，

請預備受洗者務必參加。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我報名 2018 . 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肢體代禱：我們敬愛端木維順弟兄於3/2(五)安息主懷，我們都見證他多

年來是如此堅心倚靠神、愛主愛人，如今他息了勞苦回到天家，讓我們繼續

為他的家人也能領受救恩，心得安慰來禱告。 
 

2018.2.25 第一堂 79人 第二堂 69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7,600 $6,880 為家慧師母$52,000 

為炳輝牧師$1,000 什一奉獻 $18,400/筆 $31,000/筆 

感恩奉獻 $9,200/筆 $12,200/筆 

宣道奉獻  $2,000/筆 

合計 $35,200 $52,080 $450 



2018.2.25 敬拜主日 9:40-10:00 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鄭文達牧師 

司琴：鍾伊婷姊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我本軟弱主剛強》  
聖經 哥林多前後書信息 

講員：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讓我們一起禱告吧！ 
馬太福音18章18~20節「18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

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19我又實在告訴

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

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

成全。20因為，哪裏有兩三個

人奉我的名聚會，哪裏就有

我在他們中間。」 



每週默想「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

祢使我們回轉，使祢的臉發光，我們

就會得救！」
和合本修訂版 詩篇80:19  

 

 

 
一.【新成主課程『基要信仰受洗班』開始】今天10:00-11:20第一堂

的時間，在教會三樓會議室，是為初信者及參加4/1施洗禮的弟

兄姊妹所預備的基礎信仰課程，請預備受洗者務必參加。 

二.【今天召開『尋牧委員會』及『董執事會議』】下午2:00全體董

執事等組成的尋牧委員會，將提名下一任主任牧師人選，提交執

事會經全票通過後，開始半年的試行牧養。接著召開董執會議，

請尋牧委員與董執事準時到3樓會議室開會。 

三.【歡迎報名2018客神延伸班『讀經法與簡易釋經』】 

 授課：李慎政博士 

 時間：3/6-6/19每週二晚7:30~9:30 在本堂一樓。 

 目的：藉由歸納式研經法，學習觀察經文、解釋經文、實際

運用在生活上改變自己的生命。 

 舊生2100元，新生2400元。 

四.【
歡迎參加

 客神與本堂合辦研經特會『流淚灑種 歡呼收割』】  

3/16(五)晚上7:30~9:10於本堂，特會講員：李慎政牧師。 

五.【歡迎購買『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每日與教會同步靈修 與 神

親近，讓神的話語引導我們每一天的腳步活潑生命。 

◎肢體代禱：求主醫治閻家慧師母的骨盆與腳腓骨快快痊癒起來行走

！求主保守師母這段在家靜養的日子身心靈都靠主得平靜得安穩。 
2018.2.18 第一堂 62人 第二堂 23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5人 

家長 2人 

老師 2人 

青少年主日學 

3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4,150 $4,700 為家慧師母$9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14,900/9筆 $500/1筆 

感恩奉獻 $43,500/10筆 $600/1筆 

宣道奉獻 $15,600/5筆  

愛心奉獻 $3,000/2筆  

其他奉獻 $15,500/2筆  

合計 $96,650 $5,800  



2018.2.18大年初三新春主日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活石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建立信心的生命》  
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
路加福音 5：17-26 

講員：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邀請您參加本週 2/22 週四  

晚上 7:30-9:00 

教會禱告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2018/2/25主日下午，全體董執事等組成的尋牧委員會，

將提名下一任主任牧師人選，提交執事會經全票通過後，開

始半年的試行牧養。盼望您和眾委員參加2/22週四晚上7:30

在主堂的教會禱告會，為大家同心合一成全主的旨意祈禱。 

    當晚也將為3/24-25遇見神營會的各堂講員和籌備同工

代禱，請眾同工們都先一起來禱告。願每一位參加營會者都

經歷聖靈的更新，立志與聖靈同行，使天母禮拜堂是滿有聖

靈大能的教會。 

                         陳彥云牧師敬邀   2018/2/10  



每週默想「我們不要向子孫隱瞞這些事

，而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並他

所行的奇事，述說給後代聽。」 

 
和合本修訂版

 詩篇78:4 

 

 

 
 
 

一.【2/18(日)大年初三】主日敬拜保持兩堂，第二堂11:40-12:40在

教會一樓同步有成人主日學，但愛宴暫停一次，請弟兄姊妹特別

留意。 

二.【基要信仰受洗班】2/25(日)10:00-11:20第一堂的時間，在教會

三樓會議室，有新的成人主日學課程，是為初信者及參加4/1施

洗禮的弟兄姊妹所預備的基礎信仰課程，請預備受洗者務必參加

。 

三.【2/25(日)召開尋牧委員會及董執事會議】下午2:00請董執事及

尋牧委員到3樓會議室開會。 

四.【歡迎報名2018客神延伸班『讀經法與簡易釋經』】授課老師：李慎

政牧師是一位學識、靈命、事奉俱佳，在士林區倍受尊敬的牧

者。上課時間：2018.3月6日~6月19日每(二)晚7:30~9:30在本堂一

樓。課程目的：藉由歸納式研經法，學習觀察經文、解釋經文

、實際運用在生活上改變自己的生命。*舊生2100元，新生2400

元，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  

 

敬祝弟兄姊妹新年福杯滿溢！出入蒙福！ 

 
2018.2.11 第一堂 101人 第二堂 66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2人 

家長 3人 

青少年主日學 

4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8,100 $9,742 為華神擴校奉獻$24,000 

為基督門訓神學院$10,000 

為彥云牧師$2,000 

為賽鍾牧師$2,000 

為文達牧師$2,000 

為正鴻牧師$2,000 

什一奉獻 $78,020/23筆  $63,760/13筆 

感恩奉獻 $14,700/7筆 $16,500/7筆 

宣道奉獻 $11,500/8筆 $5,000/3筆 

愛心奉獻 $22,580/16筆 $4,100/5筆 

其他奉獻  $9,000/1筆 



合計 $134,950 $108,102 $50 

為雅慧師母$3,000 

為怡婷姊妹$2,000 

為蒲公英基金會$500 



2018.2.11 聖餐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真正好敬拜團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都要因為愛》  

經文：哥林多前書十三13節、十六章14、22、24節 

講員：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邀請您參加 2/22 週四  

晚上 7:30-9:00 

教會禱告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2018/2/25主日下午，全體董執事等組成的尋牧委員會，

將提名下一任主任牧師人選，提交執事會經全票通過後，開

始半年的試行牧養。盼望您和眾委員參加2/22週四晚上7:30

在主堂的教會禱告會，為大家同心合一成全主的旨意祈禱。 

    當晚也將為3/24-25遇見神營會的各堂講員和籌備同工

代禱，請眾同工們都先一起來禱告。願每一位參加營會者都

經歷聖靈的更新，立志與聖靈同行，使天母禮拜堂是滿有聖

靈大能的教會。 

                         陳彥云牧師敬邀   2018/2/10  



每週默想   「但我親近神是於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

你一切的作為。」 

 
和合本修訂版 詩篇73:28 

 

 

 
 

一.【今天聖餐主日〈愛心奉獻〉將透過『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為《花蓮震災》奉獻】如您要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

的「代轉奉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 

◎2018.1月愛心部門收入$10,700元，支出$5,425/2筆。 

◎請特別留意，指名為個人的捐助，教會將採取隱名原則

為您轉交。 
 

二.【今天下午春節大掃除】下午2:00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清潔

整理我們的大家園，各區清掃分配已張貼一樓，如有寄放

物品請記得帶回去以免被清除，本次無安排大型清潔車清

運，各區如有大型垃圾要丟，請您先洽榮泰執事或鄭牧師

詢問是否需丟棄，請各區主責人在清潔完畢後和榮泰執事

0932-001-732確認。 
 

三.【3/24-25遇見神營會報名截止】本週請繳交費用。 
 

四.【下週2/18大年初三主日】主日敬拜保持兩堂，第二堂教會

一樓同步有成人主日學，但愛宴暫停一次。 
 

五.【2/25(日)召開董執事會議】下午2:00請董執事到3樓開會。 
 

2018.2.4 第一堂 90人 第二堂 6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1人 

家長 1人 

老師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4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5,800 $6,080 為華神擴校奉獻： 

(現金奉獻)$88,110。 

(刷卡奉獻)$171,200。 

為龍副院長$3,000 

為炳輝牧師$2,000 

為榮凱弟兄$2,000 

為維哲弟兄$1,000 

為怡婷姊妹$2,000 

為博洋弟兄$5,000 

什一奉獻 $68,530/20筆  $52,500/8筆 

感恩奉獻 $25,700/7筆 $7,700/5筆 

宣道奉獻 $10,700/7筆 $1,000/1筆 

愛心奉獻   

其他奉獻 $4,500/1筆  

合計 $115,230 $67,280 $57 



2018.2.4 華神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得享安息》  

經文：馬太福音11章28-30節 

講員：中華福音神學院龍台平副院長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邀請您參加 2/22 週四晚 7:30-9:00  

教會禱告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2018/2/25主日的下午，全體董執事等組成的尋牧委員會，

將提名下一任主任牧師人選，提交執事會經全票通過後，開始

半年的試行牧養。盼望您和眾委員參加2/22週四晚上7:30在主

堂的教會禱告會，為大家同心合一成全主的旨意祈禱。 

    當晚也將為3/24-25遇見神營會的各堂講員和籌備同工代禱

，請眾同工們都先一起來禱告。尚未參加過營會的屬靈家長請

把握最後幾個名額報名營會，經歷聖靈的更新，立志與聖靈同

行，使天母禮拜堂是滿有聖靈大能的教會。 

                             陳彥云牧師敬邀   2018/2/3  



每週默想 「20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

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21
既然

死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15:20-21 

 

 

 

 
一.【今天兩堂華神主日講台】歡迎中華福音神學院-龍台平副院

長蒞臨本堂證道並報告華神擴校籌募福音磚..等事宜。 

二.【華神擴校信仰講座《喜歡讀詩篇—尋神啟事》】特別邀請

吳獻章牧師主講，今天下午2:00-4:00在教會一樓舉辦，也來

為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擴校進行奉獻，鼓勵弟兄姊妹一同以

禱告及奉獻來支持參與。 

三.【成人主日學〝師傅上菜〞第二堂11:40-12:30】今天陳彥云牧師主

講〈創世記〉第四講，接下來兩週2/11、2/18是〈出埃及

〉的信息『我是我所是』，2/25(日)成主暫停一次。 

四.【下週2/11(聖餐主日)春節大掃除】下午2:00邀請弟兄姊妹一

起來清潔整理我們的大家園，各區清掃分配已張貼一樓，

如有寄放物品請記得帶回去以免被清除，本次無安排大型

清潔車清運，各區如有大型垃圾要丟，請您先洽榮泰執事

或鄭牧師詢問是否需丟棄，請各區主責人在清潔完畢後和

榮泰執事0932-001-732確認。 

五.【徵召主日〝影控〞人員】協助主日講台錄影畫面控制，歡

迎和怡婷姊妹報名。 

六.【3/24-25遇見神營會】請已報名的弟兄姊妹今天繳交費用。 
 

◎肢體代禱：吳曉萍區長的婆婆-陳鄭淑芳老姊妹，於2/3(六)安息主

懷，將於2/14(三)下午2:00在一殯「永念廳」舉辦安息禮拜，求主

賜下屬天盼望平安給家人，深信凡信靠主的人將來天家必再見。 
2018.1.28 第一堂 102人 第二堂 42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4人 

家長 1人 

 

青少年主日學 

11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6,860 $6,530 為彥云牧師$3,000 

為雅慧傳道$2,000 

為麗美傳道$3,000 
什一奉獻 $14,600/12筆  

感恩奉獻 $5,900/7筆 $7,000/2筆 

宣道奉獻 $300/1筆  

愛心奉獻   

其他奉獻   

合計 $27,660 $13,530 $525 



2018.1.28 敬拜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活石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超越生死線》 
啟示錄六~七章 

蘇雅慧傳道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分享基督～領人歸向基督  

歡迎報名 2018.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預備受洗

的基要真理課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

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 

 我報名 2018 . 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每週默想 「26假如一個肢體受苦，所有

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27你們是基督

的身體，並且各自都是肢體。」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12:26-27 

 

 

 

 
 

 

 

一. 【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普世、為台灣、為教會、為

家庭、為肢體守望、為個人生命突破來禱告，如您有個人需要代

禱，請您晚上8:30到會堂一同禱告，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二. 【下週2/4是華神主日】上午兩堂主日邀請中華福音神學院副院

長-龍台平牧師蒞臨證道，下午2:00-4:00在教會一樓舉辦『華神

擴校信仰講座』邀請吳獻章牧師主講《喜歡讀詩篇—尋神啟事》

，2/4主日也特別為華神的擴校進行奉獻，鼓勵弟兄姊妹一同以

禱告及奉獻來支持參與。 

三.【預告2/11(第二週主日)春節大掃除】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清潔

整理我們的大家園，各區清掃分配已張貼一樓，如有寄放物品請

記得帶回去以免被清除，本次無安排大型清潔車清運，各區如有

大型垃圾要丟，請您先洽榮泰執事或鄭牧師詢問是否需丟棄，請

各區主責人在清潔完畢後和榮泰執事0932-001-732確認。 

四.【請把握最後10個名額報名 3/24(六)～3/25(日)『遇見神營會』】

經歷聖靈愛的大能、帶來生命更新突破！地點：愛琴海太平洋

溫泉會館。鼓勵未參加過的弟兄姊妹或福音親友優先報名。[含]

國中以下須有家長陪同。費用：每人1,800元(4人房)。雙人房

則每人2,000元(數量有限，以年長者或健康考量者優先)。報

名費含教會補助:住宿1晚+2午餐+1晚餐+1早餐+會議室使用+spa

健身房等休閒設施。交通：請自行開車或共乘前往。保險：

教會補助。◎[完成繳費者]為確定報名。 

 
2018.1.21 第一堂 103人 第二堂 5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0人 

家長及老師 8人 

 

青少年主日學 

10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6,110 $3,850 為成欣$2,000 

什一奉獻 $22,020筆 $9,700筆 

感恩奉獻 $8,800筆 $8,500筆 

宣道奉獻 $6,300筆 $3,500筆 

愛心奉獻 $3,000筆  

其他奉獻 $300筆  



合計 $46,530 $25,550 $320 



2018.1.21 敬拜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真正好敬拜團 

獻詩：天牧詩班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忠心的聖徒》 
               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哥林多前書 4：1-2  

鄭文達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分享基督～領人歸向基督  

歡迎報名 2018.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預備受洗

的基要真理課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

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 

 我報名 2018 . 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每週默想   「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

所承受得了的。神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

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

，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能忍受

得了。」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10:13 

 連 絡 電 話 ：

_______________ 

 

 

 

 
 

 

一.【1/21(日)召開董執事會議】下午2:00請董執事與牧者到3樓開會

，並敬邀董執事、剛卸任執事、尋牧委員會同工、牧區長、教會

全職教牧與行政同工，偕配偶於1月21日董執會後6：00於天母鴨

霸王餐食館共進年終感恩晚餐。 

二.【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普世、為台灣、為教會、為家

庭、為肢體守望、為個人生命突破來禱告，如您有個人需要代禱

，請您晚上8:30到會堂一同禱告，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三.【預告2/11(第2週主日)春節大掃除】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清潔整

理我們的大家園，各區清掃分配已張貼一樓，如有寄放物品請記

得帶回去以免被清除，本次無安排大型清潔車清運，各區如有大

型垃圾要丟，請您先洽榮泰執事或鄭牧師詢問是否需丟棄，請各

區主責人在清潔完畢後和榮泰執事0932-001-732確認。 

四.【開始報名3/24(六)～3/25(日)『遇見神營會』】經歷聖靈愛的

大能、帶來生命更新突破！地點：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新北

市萬里區翡翠路1號)。名額：已有23位報名，目前剩27個名額。(鼓

勵未參加過遇見神營會的弟兄姊妹或福音親友優先報名。[含]國

中以下須有家長陪同。) 費用：每人1,800元(房型為4人房)。

雙人房=每人2,000元。(附註：雙人房數量有限，以年長者或有

健康因素考量者優先安排)。(報名費含教會補助:住宿1晚+2午餐

+1晚餐+1早餐+會議室使用+spa健身房等休閒設施) 交通：請

自行開車或共乘前往。保險：教會補助。 
2018.1.14 第一堂 102人 第二堂 65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8人 

老師 4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5,680 $4,870 為炳輝牧師$1,000 

為麗美傳道$1,000 什一奉獻 $70,000/25筆 $94,000/9筆 



感恩奉獻 $22,800/13筆 $10,000/5筆  

青少年主日學 

7人 

 

宣道奉獻 $11,500/6筆 $1,000/1筆 

愛心奉獻 $7,700/6筆  

其他奉獻 $3,000/1筆  

合計 $120,680 $109,870 $100 



2018.1.14 聖餐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主領：莊璧華師母 

司琴：趙心慈姐妹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成為屬靈人》 
經文：哥林多前書二章 10節〜三章 3節 

陳正鴻牧師 

11:10-11:20 

聖餐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聖餐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分享基督～領人歸向基督  

歡迎報名 2018.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歡迎向教會報名並參加預備受洗

的基要真理課程。 

填寫《受洗面談/會友資料》與

傳道人約談。 

18歲以上為原則或經監護人面談同意。 
---------------------------------------------------------------------------------------- 

 我報名 2018 . 4. 1 (日) 復活節施洗禮 

 請為我安排受洗預備課程 

 我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每週默想「可是，你們要謹慎，免

得你們這自由竟成了軟弱人的絆腳

石。」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8:9 

 

 

 

 
一.【今天是聖餐主日】您可按著感動為“無收入的家庭”和“急需

關懷者”..做愛心奉獻。如為其他福音機構或為個人的「代轉奉

獻」，也請您特別在袋上備註清楚。◎2017.12月愛心部門收入

$6,900元，支出$12,100/2筆。 

二.【1/20（六）敬拜訓練課程】9:30-15:00(午休用餐12:00-13:00)

，上課地點：本堂2F。授課老師：陳德嘉老師與邱韋欽老師。邀

請所有主日敬拜服事的同工=主領、和聲、樂手、音控、投影，

請您務必預留時間參加。當天課程內容有：敬拜意義﹑vocal訓

練﹑團練的方式﹑內院的敬拜﹑選歌注意事項﹑樂團技巧..等。 

三.【1/21(日)召開董執事會議】下午2:00請董執事到3樓開會。 

四.【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為普世、為台灣、為教會、為家

庭、為肢體守望、為個人生命突破來禱告，如您有個人需要代禱

，請您晚上8:30到會堂一同禱告，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五.【開始報名3/24(六)～3/25(日)『遇見神營會』】經歷聖靈愛的

大能、帶來生命更新突破！ 

地點：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新北市萬里區翡翠路1號)。 

名額：50位，名額有限請把握！(鼓勵尚未參加過遇見神營會

的弟兄姊妹或福音慕道友優先報名，[含]國中以下須有

家長陪同。 

費用：每人1,800元(房型為4人房)。Ps.若指定住雙人房，則

每人2,000元。(報名費含教會補助:住宿1晚+2午餐+1晚

餐+1早餐+會議室使用+spa健身房等休閒設施) 

交通：請自行開車或共乘前往。 

保險：教會補助。 

 
2018.1.7 第一堂 82人 第二堂 85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7人 

老師 4人 

 

青少年主日學 

9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4,150+美金 100 $5,400 為家慧師母$2,000 

為炳輝牧師$2,000 

為博洋弟兄$5,000 

為榮凱弟兄$2,000 

為維哲弟兄$1,000 

什一奉獻 $46,300/18筆 $59,700/16筆 

感恩奉獻 $22,200/10筆 $11,750/9筆 

宣道奉獻 $9,200/5筆 $3,250/5筆 

其他奉獻 $10,575/3筆 $4,500/1筆 



合計 $92,425 $84,600 $60 為怡婷姊妹$2,000 



2018.1.7 敬拜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盟約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豈不知我們就是神的殿？》 
哥林多前書 3:16 

陳彥云牧師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報名2018客神延伸班
『讀經法與簡易釋經』 

 授課：李慎政博士[浸信會慈光堂主任牧師]是一位學識

、靈命、事奉俱佳在士林區倍受尊敬的牧者。 

 日期：
2018.

3.6~6.19 

 時間：週二晚7:30~9:30 

 地點：在本堂1樓。 

 目的：藉由歸納式研經法，學

習觀察經文、解釋經文、運用

在生活上改變自己的生命。 

 報名：舊生2100元/新生2400元 
 

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  



每週默想「雖然你們在基督裏有無數

的導師，卻沒有許多父親，因我是在

基督耶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    
和合本修訂版

 哥林多前書4:15 

 

 

 

一.【今天召開『2018遇見神營會籌備會-』】今天中午1：20

請籌備同工到教會3樓用餐討論。 

二.【1/20（六）敬拜訓練課程】9:30-15:00 [午休用餐 12:00-

13:00]，上課地點：本堂2F。授課老師：陳德嘉老師與邱韋

欽老師。邀請所有主日敬拜服事的同工=主領、和聲、樂手

、音控、投影，請您務必預留時間參加。當天課程內容有

：敬拜意義﹑vocal訓練﹑團練的方式﹑內院的敬拜﹑選歌

注意事項﹑樂團技巧..等。 

三.【歡迎參加週四晚7:30-9:00禱告會】

為普世、為台灣、為教會、為家庭、為肢

體守望、為個人生命突破來禱告，如您有

個人需要代禱，請您晚上8:30到會堂一同

禱告，牧者同工將為您服事。 
 

2017.12.31 第一堂 78人 第二堂 93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17人 

家長 7人 

 

青少年主日學 

7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6,300 $4,225 為陳德嘉弟兄$2,000 

什一奉獻 $8,100/5筆 $23,700/8筆 

感恩奉獻 $9,200/7筆 $54,000/5筆 

宣道奉獻 $3,300/3筆  

愛心奉獻   

合計 $26,900 $81,925 $180 



2017.12.31 年終感恩敬拜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10:00-10:30                    11:40-12:10 

序樂-預備心靈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詩歌-敬拜-奉獻 

《真正好敬拜團》 
 

10:30-11:10     主日信息     12:10-12:50 

《陳德嘉弟兄音樂感恩見證》 

11:10-11:20 

奉獻 頌歌 祝禱 

12:50-13:00 

頌歌 祝禱 問安 

13:00-14:0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參加
今晚 12/31 

跨年  

禱告會  
「領受豐盛恩典.得力邁向新年」 

第 一 階 段   2 0 : 3 0 - 2 2 : 0 0  
主領彥云牧師/家慧師母/保汝姊妹 

第 二 階 段   2 2 : 1 0 - 2 3 : 0 0  
「同心合意  成全建立」主領文達牧師 

23:00~23:20休息享用甜湯  

第 三 階 段   2 3 : 2 0 - 0 0 : 2 0  



每週默想「最後，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和合本修訂版  以弗所書 6:10 

「恩典的回顧與展望

」主領正鴻牧師 
 

 

 

 
一.【歡迎陳德嘉弟兄蒞臨本堂帶來音樂見證分享】陳德嘉弟兄

簡介：多年來參與在GoodTV、有情天音樂、611 靈糧堂、生命河

靈糧堂、我心旋律、以斯拉、全福會、桃園全福會、異象工場、

萬國敬拜讚美、三一音樂..等機構的詩歌專輯中擔任主唱。曾於

滾石唱片所屬之音樂田有聲音樂出版社擔任製作助理，春雨樂團

市場部經理(1999~2004)﹑有情天音樂行政主責(2004~2015)、現

為恩典音樂負責人。 

二.【為新任執事任職祝禱並感謝卸任的兩位執事】感謝張文珊

執事、李玉瑩執事過去四年為 神的家盡忠服事，願 神紀念。

12/17執事會已完成執事交接，分擔明年各部事工並互選新一年

執事會主席及副主席。2018年執事會：曹榮泰執事(主席兼行政/

總務)、趙志鵬執事(副主席兼文宣與愛心關懷)、何玫蘭執事(社

區事工)、林曉貞執事(財務)、翁崴皓執事(總務採購)、唐振球

執事(新就任/家庭關懷)、顏怡甄執事(新就任/敬拜)以上七位執

事將繼續為 神的家效力！ 

三.【今晚12/31 (日)感謝牧養同工餐會】19:00-20:30邀請所有小

組長、副小組長、屬靈家長在教會一樓共進晚餐，陳彥云主任牧

師將分享年終重要代禱事項。 

四.【歡迎報名2018客神延伸班『讀經法與簡易釋經』】授課：李慎

政牧師是一位學識、靈命、事奉俱佳在士林區倍受尊敬的牧者。

上課：2018.3.6~6.19(二)晚7:30~9:30在本堂一樓。課程目的：藉

由歸納式研經法，學習觀察經文、解釋經文、實際運用在生活上

改變自己的生命。*本週報名有優惠。舊生1900元，新生2200元

，請把握受裝備與成長的機會。 
2017.12.24 第一堂 141人 第二堂約 100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9人 

家長 2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14,410 $5,106 為恩友中心$18,100 

為張榮凱夫婦$1,000 什一奉獻 $34,700/14筆 $13,600/7筆 

感恩奉獻 $54,300/16筆 $60,600/7筆 



宣道奉獻 $51,000/2筆 $101,600/3筆 青少年主日學 

人 愛心奉獻  $1,700/3筆 

其他奉獻  $2,700/1筆 

奉獻合計 $154,410 $185,306 



2017.12.24 聖誕主日 9:40-10:00會前禱告 

主日第一堂 10:00-11:30 主日第二堂 11:40-13:10 

序樂-預備心靈 

詩歌-稱頌敬拜 
閻家慧師母 & 顏怡甄姊妹 

讚美操-詩班 

介紹社區社福工作 

獻詩 

信息【歡迎光臨】 陳彥云牧師 

     詩歌-舞蹈：來吧！登耶和華的山 

奉獻 頌歌 祝禱 頌歌 祝禱 問安 

13:10-14:10 邀請您在教會 1 樓共享愛筵 

歡迎參加

12/31 

跨年  

禱告會  
「領受豐盛恩典.得力邁向新年」 

第 一 階 段   2 0 : 3 0 - 2 2 : 0 0  
主領彥云牧師/家慧師母/保汝姊妹 

第 二 階 段   2 2 : 1 0 - 2 3 : 0 0  
「同心合意  成全建立」主領文達牧師 

23:00~23:20休息享用甜湯  

第 三 階 段   2 3 : 2 0 - 0 0 : 2 0  



每週默想「7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

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的都

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8沒有愛

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和合

本修訂版約翰壹書4:7-8 

「恩典的回顧與

展望」主領正鴻牧

師 
 

 

 

 

 

 

一.【〝歡迎光臨〞今天歡慶聖誕主日】第一堂10:00-11:30

、第二堂11:40-13:10，內容：敬拜讚美、讚美操、短

劇、聖誕詩歌、信息、舞蹈、愛宴。 

二. 【執事會各部分工交接】上週執事會已完成執事交接分

擔明年各部事工並互選新一年執事會主席及副主席；

2018年執事會：曹榮泰執事(主席兼行政/總務)、趙志

鵬執事(副主席兼文宣與愛心關懷)、何玫蘭姐妹(社區

事工)、林曉貞姐妹(財務)、翁崴皓弟兄(總務採購)、

唐振球弟兄(新就任/家庭關懷)、顏怡甄姊妹(新就任/

敬拜)以上七位執事將繼續為 神的家效力！*下週主日

將為新任執事任職祝禱並感謝卸任的兩位執事。 

三.【今天聖誕施洗禮拜】下午2:00在教會一樓舉行，請執

事同工與弟兄姊妹一同觀禮，為本次預備受洗的弟兄

姊妹:陳淑婷、陳品在、曹祖聖…祝福代禱。 

四.【下週12/31 ( 日 ) 感謝牧養同工餐會】 12/31( 日

)19:00-20:30邀請所有小組長、副小組長、屬靈家長

在教會一樓共進晚餐，陳彥云主任牧師將分享年終重

要代禱事項。請小組長在小組長LINE群組回報人數。 
2017.12.17 第一堂 71 人 第二 堂 63人 

兒童主日學 

兒童 8人 

家長 1人 

上週主日代轉奉獻 

主日奉獻 $3,840 $5,710 為怡婷姊妹$2,000 

為支南建教$1,000 

 
什一奉獻 $26,100/11筆 $11,000/5筆 

感恩奉獻 $10,200/6筆 $15,500/6筆 



宣道奉獻 $2,300/3筆 $1,000/1筆 
青少年主日學 

8人 

 $42,440 $33,780 $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