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戴文峻牧師﹝一﹞ 敬拜：柯耀庭弟兄﹝一﹞      

戴文峻牧師﹝二﹞      鄭桂蓉傳道﹝二﹞ 

主席：趙希誠弟兄﹝一﹞ 司琴：鍾安妮姊妹﹝一﹞

蕭炎泉執事﹝二﹞      莊俐瑩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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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詩班﹝二﹞

讀經．．．．．士師記 10：3～5．．．會眾 

證道．．失落傳承之世代的典範系列（七） 

安家安國的守成者睚珥．戴牧師 

回應詩歌．．．．祢為何揀選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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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cccbc.net             E-mail: cccbc.tw@mail.tbcnet.net 

 
 
 
 
 
 
 
 
 
 
 
 
 
 
                               

主後 2015年 7月 19日 

成人主日崇拜程序                 青年主日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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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吳恩琦傳道 
 
司會：張漁樵弟兄 

領唱：曾彩虹姊妹 
司琴：蘇佳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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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聖名：我們稱頌，我們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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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經文．歷代志下 34：1-5、31-33．．司會 
信息傳講．．不叫人小看我年輕．．． 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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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傳道/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金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
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
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
徒的榜樣。」（提前 4:12） 

 

輪值：劉師母           兒童主日崇拜程序                 招待：曾詠凌 
 
‧會前禱告．．．．．．．．唐崇實老師     ‧歡迎與介紹．．．．．．．唐崇實老師 
‧詩歌敬拜．．．．．．．．唐崇實老師     ‧短講．．．．．．．．．．唐崇實老師 
‧奉獻禱告．．．．．．．．．．邱  昊    ‧祝福禱告．．．．．．．．唐崇實老師 

 

2015 年教會主題：（提摩太後書 2：1-3） 

成為傳承的教會！ 

 



※ 近期各家庭小組聚會動態表 ※ 

※ 下週週間各項聚會 ※ 

第八十七期成人聖經學校課程 
（本學期上課時間：5/3～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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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教室 林欣衛/溫宏遠 

09：00~09：50週日 英文查經班（7/19、26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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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4：00~16：00週三 羅馬書 308教室 陳瑞香 

09：00~10：30週四 使徒行傳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主領/講員 

07/22(三) 09：00~11：00 週三禱告會 敬拜、禱告 鄭桂蓉傳道 

07/23(四) 13：30~15：30 豐盛讀經會 暑假七、八月暫停 

07/24五) 19：30~21：00 成人禱告會 敬拜、禱告 柯耀庭 

07/24(五) 09：00~10：30 女傳道會 暑假七月暫停。8/7開始聚會 

07/25(六) 19：00~21：00 社青團契 參加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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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1週二 晚上 07:30 李家遠 459-4535 查經 

內 壢 內壢週邊 胡廣德 07/23週四 晚上 08:00 暫 停 一 次 

環 中                                                                                                                                                                                                                                                                                                                                                                                                                                                                       環中東路  07/23週四 早上 10:00 黃錦龍 451-9791 查經 

楊 梅 楊梅區 蘇文通 08/07週五 晚上 07:30 楊德威 481-0002 查經 

雙 連 雙連坡 黎振桓 07/24週五                                                                                                        晚上 08:30 教育館308 493-4764 練詩 

復 旦 復旦中小學 莊天降 07/25週六 晚上 07:30 參 加 全 教 會 退 修 會 

新 明 新明國小 黃秀真 08/01週六 晚上 07:30 教育館201 493-6273 查經：聖經人物 

中 大 中大區 賴昆佑 08/01週六 晚上 05:30 賴昆佑 426-2747 使徒行傳第 1章 

客 人 不分區域 林欣衛 07/19週日 下午 01:00 副堂一樓 493-4764 使徒行傳 

      
本週壽星 

（7/19~7/25） 
  祝您生日快樂！ 
 

范淑美 徐心荷 

田錦宏 林文全 

鐘獻彬 林安然 

陳  蔥 劉煥郁 

何政燕 劉怡豐 

黃美雲 張閔華 

鄭文暹 王思疇 

陳進和 洪玉偵 

張  連 郭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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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牧區 

 本週第一堂 8：00~9：15 本週第二堂 10：15~11：50 退修會(劍潭)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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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德仁老師 

輪值執事 柴中鳳 陳明谷 林欣衛 方世美 

主 席 趙希誠 蕭炎泉 林欣衛 劉文球 

敬 拜 柯耀庭 鄭桂蓉傳道 黎振桓 崔家琳 

司 琴 鍾安妮 莊俐瑩 李美貞 羅文敏 

獻 詩  教會詩班   

司 獻 德盛 秋英 文台 玲玲 文通 桂春 登詳 雅嫺 東華 仙儀 天降 清淑 錦鳳 玉鳳 奎德 瑞珠 

主 餐     

招 待 凌志安 詹惠珠 姚健民 謝麗菁 琴霞 盧惟真 官子庭 劉寶璽 陳逸婷 

交 通 林登詳 林振祥  魯江河 

音 控 谷泰瀝、鄭國佑 許曼筠、范姜兆凡 谷泰瀝 林逢春 巫尚融 

投 影 許淑媛 何宜芳 林欣衛 王蘊華 

關 懷 詹惠珠 許麗娥 盧惟真 周榕台  劉文球 呂玉蘭 

獻 花 劉德盛   彭聖儒 莊英辰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14%A8%E4%A5%A6/17.gif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14%A8%E4%A5%A6/17.gif
http://maggy.syups.tp.edu.tw/05%BC%D0%C3D%AA%C5%A5%D5%AAO%2F14%A8%E4%A5%A6%2F17.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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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宣教奉獻專款」---(目前累計 46,500元) 

【建堂基金】---（目前累積：7,056,716元） 

上週奉獻：主日21,765什一202,115感恩13,500關懷17,200馥純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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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崇拜 140（I）229（II）  

家 

庭 

小 

組 

與 

各 

級 

團 

契 

健行 17 

內壢 09 

雙連 14 

復旦 36 

76 
青年崇拜 85 

兒童崇拜 
成人 34 

兒童 62 

成人聖經學校 成人 86 女傳道會 暫停 

各級禱告會 
 

61           

成人 14 社青團契                                                                                                                                                                                                                                                                                    18 

青年 12 青年團契 18 

兒童/成人 17+8 高中團契 19 

週三 10 國中團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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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執事會決議事項，請執事會主席報告。 

3. ※ 2016~2018 年任期之執事選舉，被提名候選人為:陳麗雲 (財務) 、陳慶華 (兒福) 、羅文
敏 (崇拜) 、葉瑞蓮（學福）、張春蕙（行政）等五位姊妹／為教會聘牧（李修齊）投票日，具有
教會會籍之弟兄姊妹，請以投票表達對教會事工的關懷。於今天成人主日崇拜時段前後舉行改選投
票請具本會會籍之弟兄姊妹踴躍至聖堂一樓領票及投票。 

4. 小組長月會於主日崇拜後 12：00在教育館 308教室舉行，請小組長們準時參加。 

5. ※ 今年教會將於 7/25（六）～26（日）兩天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全教會退修會，敬
請大家預留時間，一同參加（目前報名人數：169 人，還有餘額，請踴躍報名參加。請共乘者
於 8：00教會集合，自行請於 9：00到會場）。因 7/26當天為主日，未參加退修會之弟兄姊妹
仍可以參加教會第二堂主日崇拜（10:15青年與成人合併＼第一堂取消）。 

6. ※ 第四期關懷探訪訓練課程：上課日期延至：8/15至 9/5每個禮拜六早上 9:00-12:00共連續
四次。授課對象：確信自己重生得救且已穩定委身教會者。課程內容：1.學習基礎關懷陪伴與
探訪的概念與技巧。2.提供實際關懷、探訪與傳福音的練習。3.透過課程預備進入教會的關懷
服事之中。學員必須全程參與，不可缺席，學員於結訓後，發給結訓證書，並須配搭進入教會
的關懷服事。 

7. ※ 104-1 學期得勝課程基礎訓練會於 8/15（六）9：00~17：30 新版問題處理課程／桃園靈糧
堂（桃園市中正路 1247 號 16 樓）。8/22（六）9：00~14：30 真愛守門員課程／宏恩長老教會
（桃園市中正路 1031 號）。報名費：每場每人 200 元，當天繳交。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得勝者事
工，意者請向尤師母或來齡姊妹報名。 

8. ※ 關懷代禱中心－讀書會將在 8~11月開始，每月一次，共四次。每月第三週主日下午 1：~3：
00 在 205 教室，主領—方世美執事。選讀的書是：古倫神父的『擁抱老年心生活』，讓我們和
歲月和好，在自己和家人漸漸老，漸漸失去一些能力時，仍然能用神的眼光看見盼望，在傾聽
中感覺到愛，在了解中得到醫治。7月底前購買 79折 200元，願意者請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 

9. ※ 本會青年體驗營於 8/23（日）-24（一）舉行，對象是本青年牧區及小六弟兄姊妹。請各位
家長敦促您的子女把握機會報名。請至辦公室填寫報名表並繳費 1,200 元給來齡姐妹才是完成
報名手續。 

10. 致福益人學苑秋季班招生：英語發音進階/英語入門、英語會話發音/基礎/入門/初/中/高級、
日語初/中級、國畫、插花、書法、歌唱、舞蹈 A/B等尚有餘額，請弟兄姊妹代為邀約親朋好友
踴躍報名，詳情請洽詢問蕭來齡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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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預備心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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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代禱中心經常性事工 
 
【親密之旅】團體課程於每月第三週主日下午 1：00~4：00舉辦，第六次課程時間 7/19，
請學員預備心記得參與（教育館 B1）。 
 
【週日電影院】每月最後週日。7/26下午一點的電影賞析，因與教會退修會同日期，
故暫停一次，敬請期待下次的約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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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豐分堂將於 7/27（一）～8/1（六）和美國德州浸信會團隊在桃園區龍山國小舉辦雙
語夏令營，請關心代禱。 
 

參  請為教會第七分堂【青埔浸信會】代禱---張謨猷傳道 

請為青埔分堂推動小組關懷與牧養事工代禱，也繼續求神開啟同工屬靈眼光順服神帶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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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謝神！茶房教會的聖堂重建即將完成。這次短宣隊帶去奉獻款 93,500 泰銖，現在
空地鋪設水泥還需要 143,000 泰銖。讓我們繼續支持，仍用「為泰北茶房教會重建」的
橘色奉獻袋，願神賜福紀念您的愛心！（去年 5 月至今年 7 月 12 日奉獻總計 798,381
元) 2、邀請您參加今年 11/28（六）獻堂感恩禮拜，自費行程約 2 萬台幣，詳情請洽王
甜妹姊妹 0921-981-787。 
 

伍  [關懷緬南] 

1、為浸信會聯會需要聘請二位緬甸傳道人至緬南進行福音開拓 2 年（2016~2017），每
位月薪：7,000 元台幣，共需：336,000 元。2. 為落實福音預工之進行，針對老弱、
病困等危難家庭予以 2 年之月助金補助，每人每月：350 元台幣（2016~2017），預計補
助 30人次，共需：252,000元。需要您的持續支持，奉獻仍用「為緬南事工基金」的
橘色奉獻袋；捐助款將轉浸聯會並由浸聯會開立收據給您（目前累計 100,000元）。願
神賜福紀念您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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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學方姊妹的母親湯嚴秋美女士（因不慎跌倒，右膝骨裂開，在天晟醫院順
利動完手術，現已出院回家療養中，感謝神！已決志，請為她的術後身體復
原禱告）＼王妙珠姊妹的妹妹王妙芸姊妹（感謝神！已於 7/14（二）出院
住在妙珠姊妹家療養中，7/28（二）回診看肺線癌確定期別切片報告，請繼
續為術後身體復原並堅定信主的信心代禱）＼徐瑀彤小姐（日前因車禍傷至
腦部，感謝神！已出院，現在在家療養中，請繼續為她的信心堅固代禱）＼
胡廣德弟兄的女兒胡馥純姊妹（於 6/27（六）因八仙樂團粉塵氣爆事件中
被灼傷 55％，目前在內湖三總燒燙傷中心加護病房治療中，請持續為她的
復原及心靈的建設禱告）。 

黃丹妮、陳婕榛、盧姿慧等三位姊妹懷孕期間，請為：母親、孩子身心靈都平安、健康且能
順利生產代禱。 

何初溪弟兄因腎衰竭，已於 7/18（六）下午 1：30在教會順利完成安息禮拜，請繼續為未信
的家屬信仰得救禱告。 

關懷代禱專頁 
 

關懷代禱園地 

關懷教會肢體 



青年牧區事工 
一、 今天有兩項投票，a)下一屆執事（學福部由瑞蓮姊接任）b)增聘李修齊傳道來青年牧區牧會。請

所有具投票資格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學生們）利用禮拜前後空檔在聖堂一樓領票單進行這兩項投票。 
二、 凡報名全教會退修會者，請於7/25（六）9：45前抵達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報到；其餘弟兄姊

妹請出席7/26主日10：15聖堂禮拜，團契暫停一次。 
三、 青年體驗營8/23-24，對象是本青年牧區及小六青少年弟兄姊妹，1200元/人。無論網路或紙本報

名，請繳費給來齡阿姨才完成報名手續。申請退出者，依照報名表說明，需酌收200元手續費。 
四、 暑假期間參加本會以外各項基督教機構單位舉辦營會需要申請補助者，請務必參閱青年會堂電梯

口公佈欄的補助辦法（注意有指定的單位營會）。撰寫一份見證稿（內容至少需有印象深刻的1-2
件事，營會中的收穫；以電郵或臉書私訊寄給尤牧師）+營會報名收據（全中門需待大會寄來）+
申請表格（學福部執事協助），將於9/6輔導月會審核並討論補助金額。 

五、 青年會堂的影音設備線路繁瑣，請任何使用人若拔除連結線，離開前務必將你所拔除的連結線重
新裝回原來的位置（包含音控的混音機），讓後面聚會的使用人不致焦躁而影響聚會。 

六、 8/2(日)下午1:30周頌揚弟兄將在青年會堂舉辦見證分享音樂會，主題為「你的“信條＂是甚麼?」，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關懷與代禱   

1. 胡馥純：已可少量進食流質食物。預估近期還有兩到三次的清創與植皮手術，範圍著重在兩
大腿的後側與手臂。 

2. 泰北短宣隊：隊員們在茶房與清邁的事奉能榮神益人，全程的交通安全與食安。  
端正視聽              關於[NIV聖經]網路謠傳的澄清 

 
近期，FB裡關於 NIV聖經竄改經文的謠傳，擔任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聖經翻譯顧問彭國瑋牧師有感

涉及他的專業，自覺需要幫助教會而在臉書做了幾點回應，僅節錄三點以助會友略通一二： 
一、這些所謂「移除」的經文，是因為這些經文僅出現在晚期古抄本當中，並未出現在早期最接近原始
經文的古抄本中，所以不該放在正文中。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 UBS）出版呈現原始
經文樣貌的《希臘文新約》，從第一版到目前的第五版，凡是屬於第十世紀以後伊拉斯姆的《希臘文新
約》這晚期關於許多篡入的經文，都不在正文中，而在校勘欄中。因此，現代的譯本包括 ESV, NRSV，
中文的《現代中文譯本》、《和合本修訂版》、《新譯本》、《新漢語譯本》，都不會有這些經文。為
避免讀者困擾，誤以為有排版錯誤，有些譯本會將這些晚期的經節放在註腳中，來確保節號連貫。 
二、所謂刪除「耶和華」，是因為「耶和華」的翻譯方式，是教會錯解猶太人的母音註記造成，使得當
代的聖經翻譯傾向用「上主」、大寫的 LORD來代替。希伯來文對於上帝的名字 YHWH，猶太人因為避諱
不直呼其名的緣故，經文所標記母音其實是「我的主」（adonai）的母音，因此當閱讀到 YHWH，猶太人
會自動換成唸出 adonai。華人教會因為不瞭解猶太人的習慣，誤將 a-o-ai 的母音跟 YHWH 的子音結合，
便造出「耶和華」這樣的名稱。現今的學術多認定 YHWH若要發音，「雅巍」是較接近的發音；但如果要
跟隨猶太人避諱的習慣，則翻譯成「上主」（《現代中文譯本》）或 LORD（絕大多數英文譯本，包括 NIV），
會是較理想的方式。 
三、至於說 NIV 有同性苟合歡愉的經文，絕對是反智網民的憑空捏造。沒有任何嚴肅的聖經翻譯機構，
會做這種事情。翻譯 NIV的 Biblica為聖經翻譯機構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f Bible Agencies）
的成員，對於聖經翻譯有其嚴謹性。 

教會圈內網路訊息五花八門，無知者，有之；過度熱心者，有之；有心人士者，有之……。尤其像
這種聖經經文涉及基督信仰之根本，身為基督徒有必要涉獵自身信仰的知識，以備他日被人問及，可以
回覆以正視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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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恩琦傳道  
 

全教會退修會 
 

沒有參加者 
請出席 

7/26主日 
聖堂 

10：15禮拜 

司會 張漁樵 
領唱 李庭萱 
配唱 鐘建豐 王  寧 
司琴 蘇佳恩 
司獻 劉可文 戴以琳 
招待 劉可成 符思恩 
影音 尤  真 
投影 何至彥 
主餐  
輪值 賴昆佑 

聚會名稱 禱告會 國中團契 高中團契 青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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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團契 
聚會內容 聯合團契 聯合團契 聯合團契 

主 領 人 小家長 小家長 小家長 

下週團契 07/24(五) 07/26(日) 07/26(日) 07/26(日) 

聚會內容 
詩歌敬拜 
守望禱告 

教會退修會 教會退修會 教會退修會 

主 領 人 尤師母 暫停 暫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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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兒童聖經學校「箴言與品格第七課浪子回頭」     中高年級：歸納式查經馬太福音 

浪子回頭這個故事是《路加福音》第 15章裡耶穌的比喻「三部曲」中的最後一個，前
面兩個比喻是「牧人尋羊」的比喻和「婦人找錢」的比喻。那兩個兒子的比喻。小兒
子比作那些稅吏和罪人，因這小兒子浪費了父親給他所有的一切，但後來醒悟回轉。
那大兒子卻代表法利賽人和文士，他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好兒子，因為他們沒有出去
浪費他父親的錢財等等，但這個大兒子完全不能體會父親的心，埋怨他父親，不因他
的弟弟回轉而歡喜，反倒因祂的弟弟回來而發怒。 

■ 金句：藐視訓言的，自取滅亡；敬畏誡命的，必得善報。(箴言十三 13)   
暑期「兒童快樂閱讀」活動需要家長們協助 

■一個人如果從小就能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一生都會受益無窮；「快樂閱讀」就是給兒童快樂的、
沒有壓力的閱讀，使兒童喜歡閱讀，從中能享受到閱讀的樂趣，並在潛移默化中獲得知識、信息
和能力。對於兒童來說，書與玩具一樣，能帶給他們歡樂，培養他們的注意力，不經意間把外部
世界展現在他們面前。「快樂閱讀」更是能夠培養兒童的自覺學習能力。兒童只有喜歡閱讀，從
閱讀中享受到快樂，才能自主自覺地閱讀，並在閱讀過程中學習、體驗、思考、創新。 
■懇請家長在暑假期間，配合幾件事情：1.陪伴孩子一同閱讀。各自讀各自的書即可產生影響力。
2.鼓勵孩子每天至少閱讀一小時。3.督促孩子完成「閱讀記錄」，帶動成就感。4.孩子做的的時候，
請給予正面的稱讚和肯定。4.鼓勵孩子閱讀聖經，同樣可登記「閱讀記錄」。5.請幫助孩子借閱讀
書：閱讀之書籍請至【教會五樓兒童讀物】、【中壢區、平鎮區圖書館】、【各個國小圖書館】借閱。
6.有任何問題請與大明牧師聯絡。   

■   時間 班別 年級 教室 教師 下週7/26服事者 

10：15~10：50 國小兒童崇拜 5F 唐崇實老師 敬拜：唐崇實  
 

10：15 
↓ 

10：55 

仁愛幼幼 305 王雅玲.黃志訇  

大合班 

喜樂幼小 307 靜芬.玉雪.彥徵.裕如.嘉惠 

和平幼中 302 曹恩慈、陳雅媺、陳慶華 

忍耐幼大 308 徐慧芬、徐嘉珍、吳瓊瑜 

 
 

11：00 
↓ 

11：50 

恩慈小一 307 鄭靜芬、陳亮喬、胡桂春 

良善小二 305 林玫芬、林鴻美、張  連 

信實小三 302 陳姿妙、黃玲玲、劉師母 

溫柔小四 102 徐玉珠、廖清志、黃瓊瑩 

節制小五 205 湯學方、王燕萍、羅文昌 請輪值老師指揮 

場地預備及確定

服事人員就定位 
信心小六 103 唐崇實、彭淑慧、李毓慶 

11：00~11：45 幼稚園兒童崇拜 5F 李彥徵老師 

1. 下週 7/26 全教會退修會，教會仍然有舉行「兒童與幼兒聯合崇拜」由唐崇實及徐玉珠
老師帶領，請家長於 10：15將孩子帶至五樓聚會，謝謝！ 

2. 暑假期間將推動「兒童快樂閱讀競賽」：為鼓勵孩子減少使用手機平版玩電動，鼓勵孩子
利用暑假期間「大量閱讀兒童讀物」，請家長協助孩子，每閱讀完一本書籍，請填寫簡單
的「閱讀記錄表」，並寫下三句佳句以及總書頁，以便於統計競賽成績。 

3. 因暑假期間推動「兒童快樂閱讀競賽」：請各位家長提供家中適合兒童閱讀的書籍，暫時
借教會兒童牧區「七月到九月份」使用，謝謝！ 

4. 請家長協助鼓勵提醒孩子盡快於七月底前，將「暑假作業」完成，並帶來給劉牧師驗收
檢查。七月底前完成者可獲得一份小禮物。 

5. 暑期兒童「經文抄寫～經典詩篇第三集」，幫助孩子在暑期練習正楷寫字，並熟習經文。
有意願抄寫的小朋友，請到【辦公室】領取經文抄寫本。歡迎家長與孩子一同抄寫。 

 

 

兒童事工報告： 

兒童牧區 

七月壽星：生日快樂 
 

陳狄亞 0705 六 

范予恩 0726 六 

廖勁其 0704 六 

唐頌恩 0715 六 

王以勒 0704 五 

呂  悅 0705 五 

簡葉安室 0710 五 

孫恩哲 0726 四 

賴威翰 0703 四 

林語庭 0706 四 

劉元恩 0708 三 

曾杰睿 0722 幼 
 

若有疏漏， 
請告知劉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