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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14年 5月 4日 

主日崇拜程序                      青年主日崇拜程序 

第一堂8：00-9：15/第二堂10：15-11：45                                  09：30-10：50 

 講員：戴文峻牧師﹝一﹞敬拜：柯耀庭弟兄﹝一﹞ 

戴文峻牧師﹝二﹞      洪成昌傳道﹝二﹞ 

主席：陳建文執事﹝一﹞司琴：陳雅媺姊妹﹝一﹞

鄭文暹弟兄﹝二﹞      陳世光弟兄﹝二﹞ 
 

宣召．．．．．．．．．．．．．．．．詩班 

詩歌敬拜．．．．．．．．．．．．敬拜同工 

以奉獻來敬拜．．一切獻上．．．．．．會眾 

獻詩．．．．．．．．．．．．內壢小組﹝二﹞ 

讀經．．．．約翰福音 14：21-24．．．．主席 

證道．．耶穌生命的傳承〈十二使徒系列〉 

信息之八：達太．．．．戴牧師 

主餐．．．．．．．．．．．．．．．戴牧師 

回應詩歌．．．．神的道路．．．．．．會眾 

歡迎與介紹．．．．．．．．．．．．戴牧師 

以報告敬拜神．．．．．．．．．．．．主席 

三一頌．．．．．．．．．．．．．．．會眾

祝禱/阿們頌．．．．．．．．．戴牧師/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講員：尤鵬勳牧師  

司會：郭庭吟姊妹 

領唱：常維剛姊妹 

司琴：王鈺婷姊妹  

主的榮耀：我們仰慕，我們讚美 
宣召/禱告．．．．序樂．．．．．．． 司會 
詩歌頌讚．．．．．．．．．．．．．．領唱 

主的聖名：我們稱頌，我們倚靠 
奉獻．．．．．．．．．．．．．．．．司會 
事工與關懷．．．．．．．．．．．．．司會 
歡迎與問安．．．．．．．．．．．．．司會 

主的聖言：我們領受，我們宣揚 
主餐．．．．．因著十架愛．．．．．尤牧師 
信息經文．．．創世記 6:9-10， ．．．．．． 
．．．．． 7:11-13，8:13-18．．．．司會 
信息傳講．．．方舟裡的母親．．．．尤牧師 

主的差派：我們回應，我們順從 
回應詩歌．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會眾 
祝禱/阿們頌．．．．．．．．．尤牧師/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金句：「我兒，要聽你父
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
親的法則。」（箴 1：8） 

 



※ 近期各家庭小組聚會動態表 ※ 

※ 下週週間各項聚會 ※ 

第八十四期成人聖經學校課程 
（本學期上課時間：5/25～8/10） 

 
 

 

  
 

 

 

 

 

 

  
 
     
   

 

    

※ 成人崇拜事奉輪值表 ※ 愛心小提醒：事前預備與謙卑禱告是我們事奉蒙神悅納的關鍵 

時間 內容 教室 教師 

09：30~10：10週日 基督徒信仰要理（5/25開課） 102教室 林欣衛/溫宏遠 

09：00~09：50週日 英文查經班（5/25開課） 201教室 李家遠 

09：00~10：30週二 詩篇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9：30~20：45週二 但以理書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4：00~16：00週三 路加福音 308教室 陳瑞香 

09：00~10：30週四 加拉太書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主領/講員 

05/07 (三) 09：00~11：00 週三禱告會 敬拜、禱告 潘玉萍 

05/08 (四) 13：30~15：30 豐盛讀經會 出埃及記 鄭桂蓉傳道 

05/09 (五) 19：30~21：00 成人禱告會 敬拜、禱告 鄭桂蓉傳道 

05/09 (五) 9：00~10：30 女傳道會 從聖經看保健 謝葉鳳妹 

05/10 (六) 19：00~21：00 社青團契 帖前 4：13-18 王楷勳 

名 稱 區  域 小組長 日  期 時  間 聚會地點 電  話 聚會內容 

健 行 龍岡路 李家遠 05/06週二 晚上 07:30 李家遠 459-4535 查經 

環 中                                                                                                                                                                                                                                                                                                                                                                                                                                                                       環中東路 段滬生 05/15週四 上午 10:00 黃錦龍 451-9791 詩歌頌讚、查經 

內 壢 內壢週邊 胡廣德 05/08週四 晚上 08:00 蔡秀梅 455-6671 團契生活 

雙 連 雙連坡 黎振桓 05/09週五                                                                                                         晚上 08:00 教育館308 493-4764 電影欣賞 

復 旦 復旦中小學 莊天降 05/10週六 晚上 07:30 教育館 B1 493-4764 亞居拉與百基拉 

新 明 新明國小 黃秀真 05/10週六 早上 08:00 母親節 後慈湖一日遊 

中 大 中大區 賴昆佑 05/10週六 晚上 05:30 賴昆佑 426-2747 馬太福音第十章 

客 人 不分區域 林欣衛 05/04週日 中午 12:00 副堂一樓 493-4764 使徒行傳 

 本週第一堂 8：00~9：15 本週第二堂 10：15~11：45 下週第一堂 8：00~9：15 下週第二堂 10：15~11：45 

證 道 戴文峻牧師 戴文峻牧師 戴文峻牧師 戴文峻牧師 

輪值執事 林欣衛 柴中鳳 廖清志 林振祥 

主 席 陳建文 鄭文暹 林欣衛 王世敬 

敬 拜 柯耀庭 洪成昌 黎振桓 陳明谷 

司 琴 陳雅媺 陳世光 劉玟秀 連恩慈 

獻 詩  內壢小組 教會詩班 教會/兒童詩班 

司 獻 英樹 美珠 東華 仙儀 金山 淑貞 奎德 瑞珠 文台 玲玲 文友 世慧 承濬 雅嫺 振桓 來齡 

主 餐 欣衛 德盛 玫琦 清志 甜妹 中鳳 建文 粹鈴   

招 待 趙希誠 劉玉華 陳亮喬 陳逸婷 官子庭 林輝能 鄭臻妹 劉寶璽 謝素燕 林莉芳 

交 通  谷泰瀝 魯江河 桂慶安 林振祥 

音 控 羅文昌 家琪、泰瀝、碧雲 廖清志 張孟平 林文全 

投 影 徐菱莉 何宜芳 陳宜寧 何政頻 

關 懷 鄭桂蓉 廖清志 鄭桂蓉 鄭守媚 林登詳 李彥徵 邱炳雲 

獻 花 莊天降 高清淑伉儷 鈺淇 鈺婷 耀霆 

成人牧區 本週壽星 
（5/4~5/10） 

  祝您生日快樂！ 
 

林嘉偉 湯沁祥 

桂瑋仁 彭裕如 

李世偉 曾櫻珍 

呂忠欣 王主立 

張亞敏 胡潔心 

莊英樹 許淑秋 

邱瑞珠 溫光正 

曾謝玉嬌 

王任天芬 

李張含笑 
 
親愛的弟兄 (姊
妹 )啊！我願你
凡事興盛，身體
健壯，正如你的
靈魂興盛一般。
(約翰三書 2 節)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2F14%A8%E4%A5%A6%2F17.gif


y—                       愛心小提醒：教會是你我屬靈的家， 
               她的成長與您息息相關喔！   

  

 

 

 

 

 

 

 

 

 

 

上週奉獻：主日 31,001  什一 127,323  感恩 14,100  關懷 4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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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崇拜 112（I）249（II） 
 

家 

庭 

小 

組 

與 

各 

級 

團 

契 

健行 13 
內壢 11 
雙連 15 
復旦 23 
中大 15 
新明 15 
環中 11 

103 

青年崇拜 63 

兒童崇拜 
成人 26 

兒童 87 

彩虹俱樂部 兒童/家長 10＋7 

成人聖經學校 成人 61 女傳道會 10 

各級禱告會 
 

61 

成人 16 社青團契 19 

青年 12 青年團契 16 

兒童/成人 21＋4 高中團契 16 

週三 8 國中團契 24 

〔◎請主席謹就註明※之事項進行簡要說明，餘請弟兄姐妹參閱代禱〕 

1. ※ 歡迎第一次蒞會參與崇拜的新朋友（為製作新朋友簡介，會後請留步拍照，關懷同
工會為您祝福）。教會備有基要真理課程給慕道朋友，您可在留名卡上勾選一對一造就
或主日學基要信仰課程。若您已是基督徒，歡迎參照週報依您個人需要參加各項聚會。 

2. ※ 文字媒體事奉團隊（浸善浸美團隊）於主日崇拜後 12:00-13:00 在教育館一樓 102
室召開，請文編組、美編組、多媒體組、網路組同工踴躍參加。 

3. ※「兒童牧區教師團契」主日崇拜後下午 1：00～2：30 在 308 教室舉行，敬請所有老
師同工參加。 

4. ※ 因母親節，故五月份執事會延至 5/18主日崇拜後下午 1：00在教育館 201室召開，
牧者、執事及同工之事工報告請事先以書面提出，若有提案也請以書面依提案格式提
出，以列入議程。 

5. ※ 小組長月會延至於 5/25 主日崇拜後 12：00 在教育館 308 教室舉行，請小組長們準
時參加。 

6. 為支持本年度教會各福音隊宣教經費，教會特別設立「國度宣教奉獻專款」，鼓勵弟兄
姊妹平時可使用專用奉獻袋小額奉獻，積少成多幫助各福音隊完成宣教使命（目前累
積：183,100元）。 

7. 教會【建堂基金】持續推動奉獻，並將每週公佈建堂奉獻狀況，請為此聖工禱告，一同
來完成這榮耀的建造（目前累積：6,641,716 元＼含定存建堂準備金，因分堂植堂事工
亦由本基金開支，因此金額會呈現浮動狀況，而非躉積固定累積，僅此說明）。 

8. ※ 102年度奉獻收據已置入各人十一奉獻袋信箱，其餘的會友請向簡老師索取。 

9. ※ 請開車者注意，為方便大家順利將車輛駛離院子，請在您的愛車方向盤上方放置一
張字跡清楚明顯您的手機號碼紙張，以便車輛被擋者可以跟您聯絡。 

10. ※ 明德停車場（nova）-教會合約至四月底，請弟兄姊妹勿再進明德停車場停車，可開車
至廣明路空地免費停車。 

11. ※ 今年第二次浸禮將在 6/15主日下午 1：30舉行，若您已慕道多時，願意受浸者，歡
迎向戴牧師報名（目前有：吳慧芳、黃迺耘、蔡立恩等三位）。若您尚未上過慕道班課
程者，請務必參加第 84期成人主日學“基督徒信仰要理”，或由教會安排一對一造就，
幫助您在瞭解信仰基要內容後再受浸。 

教會事工動態 關心我們的家 

 

各牧區崇拜時間 
 

成人牧區 
第一堂成人崇拜  8:00-9:15 
主日學         9:20-10:05 
第二堂成人崇拜 10:15-11:45 
 

青年牧區 
青年崇拜       9:30-10:50 
大專青年團契  11:00-12:00 
國、高中團契  11:00-12:00 
 
兒童牧區 
聖經朗讀班     9:00-10:00 
兒童崇拜     10:15-10:50 
幼兒崇拜     11:00-11:45 



愛的提醒：多禱告，多有能力。主耶穌要我們儆醒禱告不可灰心！ 
 

壹  關懷教會經常性事工 

『關懷代禱中心』，地點在教會大堂一樓辦公室。輪值時間為： 
週二：上午 09:00~12:00─謝粹芸姐妹 0935-892-708 
週二：下午 02:00~05:00─尤鵬勳牧師 
週三：下午 02:00~05:00─鄭桂蓉傳道 0928-890-741 
週四：下午 02:00~05:00─劉大明牧師 
週五：下午 02:00~05:00─謝粹鈴姐妹 0963-318-424 

 

貳  請為教會第六分堂【永豐浸信會】代禱--湯佐進牧師－www.yfbc.tw「永豐浸信會」 

永豐分堂將在 7/7（一）-19（六）與真愛浸信會配搭，在龍山、龍安兩個國小各舉辦
一週的雙語夏令營，請為招生工作、兩個教會的配搭同夠同心禱告，願神得著更多的
兒童。」 
 

參  請為教會第七分堂【青埔浸信會】代禱---張謨猷傳道 

請為青埔分堂購置會堂代禱，求神開啟同工屬靈眼光順服神帶領，並感動弟兄姐妹甘
心樂意擺上，在青埔紮根同心建造，為主所用。 
 

肆  [關懷泰北]  

截至上週主日各項事工捐款剛好足夠，然而現在捐款至國外需繳 20 %稅金。由於開學
在即，已經補足然後匯出。感謝您的愛心支持，願神賜福您！ 

 
鼓勵弟兄姊妹將週報帶回家在週間提名代禱； 
並將需求告知鄭傳道或辦公室同工刊登週報！！  

李張含笑姊妹（於 4/21（一）因昏迷緊急送往林口長庚醫院，現轉進醫學大
樓 9B 06C普通病房治療中，請迫切持續代禱）＼吳瑤姐妹的母親羅英妹姊妹
（因肺部感染、心血管疾病，需要靠氧氣進行呼吸練習，現在台北仁愛醫院
已轉住普通病房治療中，請迫切代禱）＼感謝 神！感謝大家的代禱！曾筱君
的表弟“謝榕泰”於三個月前因勞累引起“急性脫髓鞘多發性神經根炎”，
造成顏面神經稍歪斜及全身手腳無力無法行走；經由血漿置換術及持續復健
治療等，已於十天前已慢慢恢復體力中，並能慢慢開始行走及自行自理生活

起居等，現仍繼續加 &# 24375；重量級之復健醫療等，非常感謝牧者們及弟兄姊妹們這段
期間的關懷與代禱，神 必紀念大家的辛勞！謝謝大家！＼張閔華姊妹的堂哥張奕平弟兄（目
前仍然在醫院治療，最近身體較虛弱中，請為後續的跟進、信仰造就並有堅定信心倚靠神代
禱）＼何姝慧姊妹（請為接下來為期 6週，每週一至五下午固定的電療，請迫切為她倚靠神
的信心堅固代禱）＼週四查經班-王麗珠姊妹的先生蘇錫財弟兄（因大腸癌已擴散，轉移至
肝，在林口長庚醫院持續作化療，目前第二階段第 12 次化療已作完，身體虛弱，請繼續迫
切代禱）。 

許中奇弟兄與陳怡雯姊妹將於 5/17（六）上午 10：00 在本教會舉行結婚禮拜，下午 6：00
在—皇帝嶺會館一樓鳳廳筵席，邀請弟兄姊妹一起來祝賀這對新人。 

【第一屆全球華人福音微電影-金鷹獎】開始徵件，總獎金破百萬，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報名日期：即日起-6/27（五）截止，拍攝主題為「父親之愛」，影片類型不限，片長 12 分
鐘以內。 

為台灣各教會禱告，求神興起更多代禱者迫切為失喪靈魂禱告，使他們有機會回轉歸向神，
並在神的道路上過屬天的生活 

 

關懷教會肢體 

請先以電話 03-4934764

約定談話與禱告。 

 

關懷代禱專頁 
 

關懷代禱園地 



      青年牧區事工 

一、 今天舉行主餐禮拜，請大家以恭敬、悔改、感恩的心來記念耶穌基督的救贖大愛。 
二、 今天13：00舉行[五月份輔導月會]，請輔導們團契後取餐至302室用餐隨即召開月會。 
三、 由兒童與青年兩牧區合辦「大手牽小手，一起來挑戰」兒青體驗營將於7/3（四）-5（六）

舉行，融在地文化合探索、1919愛走動募款、夜宿教育館…等有意義的體驗活動；報名費1000
元/人（另訂優惠辦法），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請勿觀望，儘早報名！！ 

四、 愛心服務，是以基督為榜樣，走入有需要的人群中。凡週六上午10：00-11：30可以分別出
來前往「松鶴護理之家」服務者（對象是年長需要照護的住民），請向各團契輔導報名。 

 
關懷與代禱   

1. 得勝者教育協會創辦人榮司提反牧師送三總急救開刀，目前在加護病房觀察。 
2. 為媽媽們的健康、喜樂、平安。  

復活節見證                                                /鄭子祈 

感謝神!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上帝如何透過大學考試來教導及回應我的禱告。湘靈傳道曾在講
道中提到彼得，讓我思想自己就像彼得一樣，常常在禱告中和上帝說我願意為祂委身，求祂裝備
我。直到最近，我回頭想想，其實上帝早已透過我身邊的一些考驗在裝備我了。 
第一個裝備—教會團契的重要性 

預備學測的那段時間，因為補習班的課排在星期天早上，也因此從教會生活缺席了。當時的
我很無助，感覺沒能好好充電、休息的地方。現在準備指考的我，每個禮拜都到教會，有挫折也
可以和輔導說，請輔導為我禱告；每次禮拜的詩歌及團契聚會，都是我充電很重要的時刻。 
第二個裝備—交託、不爭辯 

學測前幾個月的時候，我們班上的讀書風氣很不好，為了讓大家安靜，常常弄得不愉快；最
後搞得我每天上學像打仗，心情非常不好。有一晚我靈修時，讀到腓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
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穌基督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於是意識到我好像從沒有把這事交託給神，只想靠自己改變什麼；我決
定把這件事交給神。從那天開始，我慢慢的學習不被他人影響，專心做自己的事，並學習在靈修
的時候把今天的不愉快交給祂，現在我每天都是懷著一顆愉快的心上學。 
第三個裝備—發現我鼓勵的能力 

我們班有一位繁星已能上高醫大生物科技的女同學，但她對那個科系並不真的感興趣。當她
考慮放棄時，甚至有老師公開要大家投票贊不贊成她放棄；當下，我跟她說：「雖然我對妳認識
不多，也覺得一旦放棄了，之後的日子會很辛苦；但，未來四年是妳自己的，不要因為大家的討
論影響妳已有的答案。」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她把放棄書交出去了；後來她謝謝我當時的鼓勵。
如果當時沒有我的鼓勵，她可能真的會因為別人賠上自己的四年大學生活。我原不覺得自己有鼓
勵人的恩賜，感謝神，藉此應證我大學想報考心理系的意圖，這讓我對未來更有些許的把握。 
第四個裝備—清楚自己的道路在上帝手中 

我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學生的差別並不在於成績的優劣；上帝不會因為你是基督徒給你 100
分。但我們可以跟上帝求平安，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也知道自己的道路在神手中。當有人
被那些已經推甄上大學的準大學生影響時，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未來能夠好好讀完四年的心理系；
之後可以使用所學去為主宣教，所以我心中有出於神的平安。因為「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羅 8：28）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經歷許多事情，也知道祂一直與我同在。 

 

※ 青年主日崇拜事奉輪值表 ※                  ※ 下週團契聚會時間 ※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證道 尤鵬勳牧師 黃孝光老師 
司會 郭庭吟 邱念婷 
領唱 常維剛 曾彩虹 

伴唱 
陳佳音 邱念婷 
崔治皓 賴羿如 

王鈺淇 邱瑋婷 
鐘建豐 

司琴 王鈺婷 蘇佳恩 
司獻 邱竹君 郭晉誠 郭以謙 胡馥純 
招待 王皓宇 范姜子宜 李慧慈 倪彥傑 
影音 陳書亞 胡誌軒 
投影 李旭紳 吳彥廷 王主立 夏邦彥 
主餐 陳思澄 陳芥稜  
輪值 尤師母 謝粹芸 

日   期 05/09(五) 05/11(日) 05/11(日) 05/11(日) 

時   間 1930~2100 1100~1200 1100~1200 1100~1200 

聚會名稱 禱告會 青年團契 高中團契 國中團契 

內    容 
詩歌敬拜 
守望禱告 

慶生會 尤師母時間 馬太福音 
好好玩 

主 領 者 尤師母 陳佳虹 尤師母 威志哥 

每日靈修 

（週一） 

結 21:8-17 

（週二） 

結 21:18-32 

（週三） 

結 22:1-16 

（週四） 

結 22:17-31 

（週五） 

結 23:1-21 

（週六） 

結 23:22-35 

（主日） 

結 23:36-49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2F14%A8%E4%A5%A6%2F17.gif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2F14%A8%E4%A5%A6%2F17.gif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2F14%A8%E4%A5%A6%2F17.gif


 歡迎參加【兒童聖經學校、兒童禱告會、彩虹兒童俱樂部】 
 

■ 兒童聖經學校「登山寶訓第十課耶穌教禱告」     中高年級：歸納式馬太福音總複習  
我們看見，耶穌的禱告先為著上帝的國、上帝的旨意…在耶穌的禱告中，祂的禱告是為著祂在天上

的父，反觀我們的禱告就是單顧著自己的需要。那麼，我們就要認真的想一想，如果我們所需用的，

我們的天父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我的禱告是不是可以像耶穌一樣，有一顆寬廣的心及眼光，為著

上帝的國度能夠降臨掌管我們一切，而獻上禱告呢？我們是否願意遵照神的旨意來行事為人呢？ 

■ 金句：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馬太福音 6：9-10 

■ 兒童牧區公告：請為「暑期兒青領袖體驗營～大手牽小手、一起來挑戰」禱告，謝謝！！   
■「暑期兒童青年領袖體驗營～大手牽小手、一起來挑戰」日期：7月3-5日三天兩夜.夜宿教會 
領袖的定義，已經不再是個人的英雄主義，如今已經轉化為能否參與及協助團隊合作的能力。 
藉著三天兩夜的領袖訓練營幫助兒童與青少年能從中學習正確的人我關係，因此對於領袖體驗
營，我們主要聚焦在團隊的共同成長，小朋友與哥哥姊姊透過共同達成任務、解決困難的過程，
讓孩子們持續在戶外活動中鍛鍊，在玩游戲中學習和成長。這是由早到晚持續激發與探索的密集
課程，只有提供本教會的兒童與青少年參加【含青埔浸信會】，名額實在有限，敬請儘快報名！   

 

 

 

 
 
 

 

 

 

 

 

 

 

  
 

兒童事工報告： 

1. 「兒童牧區教師團契」今日下午 1：00在 308教室舉行，敬請所有老師同工參加。 

2. 暑期「兒青領袖體驗營～大手牽小手、一起來挑戰」由青年牧區及兒童牧區聯合籌辦，日
期：7 月 3-5 日（週四～六）舉行三天兩夜【戶外活動】營會，住宿在教會內。對象：本教
會國小升三年級至高中三年級，欲報名者請盡快，名額有限，額滿即截止。費用：每人 1000
元；5/20 前完成報名者優惠價 800 元。【5/20 前同一戶有兩位或三位孩子同時報名者，有專
案價處理，詳閱報名單。】 

3. 暑期「兒青領袖體驗營」【徵求同工】：可全程參與的「成人、社青」以及帶隊的「高中生
及大專生」擔任老師，有意願者請至辦公室填寫「同工報名單」，謝謝！ 

4. 「彩虹兒童俱樂部」本週三下午 2：00將前往「光明公園」舉行戶外趣味活動。5/14將在
教會進行「親子廚房涼麵製作」，歡迎家長帶領小朋友免費報名參加。 

5. 「兒童主日學示範教學師資訓練」五月 31 日(六)上午 9：30～12：30，由「中國主日學協會」
專業講師現場教學示範，地點在本教會副堂。主題為 6~8 月的教材《明日世界》，歡迎各班
老師、同工以及兒童家長們踴躍報名參加，請向辦公室填寫報名表，謝謝！ 

6. 「兒童讀經班與詩班」於每週主日上午 9：00在教育館五樓上課練習，謝謝。 

7. 「兒童禱告會」每週五晚上 7：30～9：00，鼓勵家長帶領孩子前來學習並體驗禱告！ 

時間 班別 年級 教室 教師 下週5/11服事者 

10：15~10：50 國小兒童崇拜 5F 劉大明牧師 敬拜：吳瓊瑜  
 

10：15 
↓ 

10：55 

喜樂幼小 305 靜芬.嘉惠.志訇.芷荊.玉雪 分享：劉牧師  

和平幼中 307 曹恩慈.陳雅媺.葉孟嬌 司琴：陳  歆  

忍耐幼大 302 王燕萍.徐慧芬.黃秀真 輪值：陳慶華  

 
 

11：00 
↓ 

11：50 

恩慈小一 305 黃瓊瑩.陳慶華.胡桂春 禱告：王以勒  

良善小二 307 吳文卿.林鴻美.林玫芬 招待：鄒沛安  

信實小三 103 陳姿妙.黃玲玲.劉師母 投影：黃錦龍 

溫柔小四 205 徐玉珠.羅文昌.湯學方 音響：黃錦龍 

節制小五 302 唐崇實.李柏玲.李毓慶 幼兒：劉牧師  

信心小六 102 廖清志.彭淑慧.曹復良  請輪值老師指揮 
場地預備及確定
服事人員就定位 11：00~11：45 幼稚園兒童崇拜 5F 劉大明牧師 

金句：「我兒，要聽你父

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

親的法則。」（箴 1：8） 

兒童牧區  

五月壽星：生日快樂 
 

邱博珊 0504 六 
李嘉虹 0523 五 
沈宜庭 0506 四 
曾詠凌 0516 四 
宋宇軒 0516 三 
何承澤 0515 二 
黎家雯 0505 一 
陳亮勻 0507 大 
孫恩益 0517 大 
魏新恩 0510 大 
李翊安 0520 大 
李翊豪 0520 大 
柯蜜莉 0520 大 
林玟玲 0530 中 
陳睿安 0508 小 

 
若有疏漏， 

請告知劉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