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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敬拜同工 

以奉獻來敬拜．．．一切獻上．．．．．會眾 

獻詩．．．．．．．．．．．．中大小組﹝ ﹞ 

讀經．．．．．．路加福音11:1-2．．．．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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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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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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16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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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50 

 
 

  講員：柴子高傳道 
 
司會：常維強弟兄 

領唱：洪珮珊姊妹 
司琴：常維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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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寶貴十架．．．．．尤牧師 
信息經文．．．．詩 63:1-3．．．．．．司會 
信息傳講．．．．神聖的渴慕．．．．．柴傳道 

主的差派：我們回應，我們順從 

回應詩歌．．．曠野中的讚美．．．．．會眾 
祝禱/阿們頌．．．．．．．．．尤牧師/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金句：神啊！祢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祢，在乾旱
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祢；
我的心切慕祢。(詩 63:1) 

輪值：彭淑慧            兒童主日崇拜程序                  招待：楊尋真 
 
‧會前禱告．．．．．．．．劉大明牧師       ‧歡迎與介紹．．．．．．．劉大明牧師 

‧詩歌敬拜．．．．．．．．劉大明牧師       ‧短講．．．．．．．．．．劉大明牧師 

‧奉獻禱告．．．．．．．．．．賴威翰     ‧祝福禱告．．．．．．．．．各班老師 

提摩太前書 2：1-4 

成為禱告傳承的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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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各家庭小組聚會動態表 ※ 

※ 下週週間各項聚會 ※ 

                           第九十期成人聖經學校課程 
（本學期上課時間：4/2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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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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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4：00~16：00 週三 雅各書 308 教室 陳瑞香 
09：00~10：30 週四 阿摩司書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09：00~12：00 週六 靈修學 聖堂一樓 林登詳 
16：00~17：45 週六 屬靈裝備站 201 教室 尤鵬勳牧師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主領/講員 

04/13(三) 09：00~11：00 週三禱告會 敬拜、禱告 鄭桂蓉傳道 

04/14(四) 13：30~15：30 豐盛讀經會 希伯來書 鄭桂蓉傳道 

04/15(五) 19：30~21：00 成人禱告會 敬拜、禱告 戴文峻牧師 

04/15(五) 09：00~10：30 女傳道會 神恩典的足跡 陳亮喬 

04/16(六) 19：00~21：00 社青團契 尤牧師&師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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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週二 晚上 07:30 劉德盛 458-2772 查經 
內 壢 內壢週邊 胡廣德 04/14週四 晚上 08:00 王世敬 491-9254 團契生活 
環 中                                                                                                                             環中東路  04/21週四 早上 10:00 鄒受赺 433-3427 健康資訊 
楊 梅 楊梅區 楊德威 05/06週五 晚上 07:30 田錦宏 431-7003 查經 
雙 連 雙連坡 黎振桓 04/15週五                                                                                                       晚上 08:30 教育館308 493-4764 讀書分享 
復 旦 復旦中小學 莊天降 04/23週六 晚上 07:30 教育館B1 493-4764 小家時間 
新 明 新明國小 黃秀真 04/23週六 晚上 07:30 教育館201 493-4764 教會一日遊 
中 大 中大區 賴昆佑 04/16週六 晚上 05:30 賴昆佑 426-2747 以色列之行分享                                                                                                                             
客 人 不分區域 林欣衛 04/17週日 下午 01:00 副堂一樓 493-4764 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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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麗雲 鄭桂蓉傳道 方世美 

主 席 林登詳 林振祥 林欣衛 李家遠 

敬 拜 柴子高 陳明谷 郭雅美 鄭桂蓉傳道 

司 琴 黃瓊瑩 連恩慈 李美貞 羅文敏 

獻 詩  中大小組  教會詩班 

司 獻 東華 仙儀 希誠 美麗 天降 清淑 炎泉 文暹 德盛 秋英 英樹 美珠 雲平 世娟 金山 淑貞 

主 餐 德盛 秋英 欣衛 清志 金山 淑貞 文敏 甜妹   

招 待 郭酈翎 彭進德 黃郁珺 陳逸婷 于鳳珠 莫積良 陳亮喬 陳雅嫺 林振祥 

交 通 邱炳雲 魯江河 林登詳 林振祥 

音 控 廖清志 許曼筠 黃碧雲 邱炳雲 谷泰瀝 潘忠義 

投 影 董慧華 張惠珍 陳宜寧 官子庭 

關 懷 詹惠珠 歐陽琴霞 邱炳雲 陳楚卉 陳宜寧 林信英 盧惟真 何宜芳 

獻 花 郭厚威 沈先銳  李麗明伉儷 

 

成人牧區 本週壽星 
（4/10~4/16） 

  祝您生日快樂！ 
 

趙祖惠 

許書慈 

梁瑞烽 

李銀花 

莫仙儀 

郭酈翎 

謝淑萍 

劉宗隆 

郭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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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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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累計68,800元》 【建堂基金 --目前累積8,587,498元】 

上週奉獻：主日 30,014  什一 265,550  感恩 42,400  關懷 2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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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崇拜 57 

兒童崇拜 
成人 31 

兒童 63 

成人聖經學校 成人 109 女傳道會 12 

各級禱告會 
 

58                                          

成人 15 社青團契                                                                                                                             18   

青年 5 青年團契 15 

兒童/成人 17＋7 高中團契 15 

週三 14 國中團契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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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執事會主日崇拜後下午 1：00 在教育館 201 室召開，請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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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17 主日崇拜將舉行【會友接納禮】，歡迎已遷居教會附近，或因工作因素而希望在本
教會長久聚會之受浸基督徒成為本教會會友。願意成為本教會會友者，請向李芬蘭幹事
報名，以便安排正式接納（目前有：尹耀乾、巫淑貞）。 

4. 小組長月會於 4/17 主日崇拜後 12：00 在副堂一樓舉行，請小組長們準時參加。 

5. ※ 樂活長者團契將於 4/20（三）舉行春遊活動，早上 8：00 在教會集合後出發，歡迎
年長者和關心年長者的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請攜帶：證件、遮陽傘、水杯等隨身物品）。 

6. ※ 本教會訂於 4/23（六）舉辦春季一日遊，由團契部（林欣衛弟兄）主辦。早上 8：
30 集合，先遊覽紅毛港水筆仔生態區（新豐），中午於新竹用餐，下午遊覽新竹南寮
漁港及海岸線，可採購漁獲，下午 6：00 前返回教會。費用--國小以上至成人每人 550
元，3 歲以上未讀國小的小朋友 250元，3 歲以下不佔車位的免費（含遊覽車、保險、
午餐），請洽教會辦公室報名（4/17 截止報名）。 

7. ※ 「思想起~ 背上帝的話給媽媽聽」背經比賽系列活動之二。4/24 主日下午 1：30 於
聖堂比賽正式登場，歡迎各位會友或親子組隊報名參與，意者請於即日起到 4/10 向芬
蘭幹事報名，相關資料請見公告海報。 

8. ※ 浸信會神學院彭盛有牧師將於 4/30（六）下午 1：30 至 5：30 在教會聖堂舉辦【信
仰與藝術】，在基督教信仰豐盛之美的傳承過程中，藝術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歡迎弟
兄姊妹踴躍參加（全程免費）。 

9. ※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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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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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會】每月第三週主日 4/17 下午 1：00 由楊德威伉儷主領，選讀的書是：【信耶
穌不用錢】，地點在教育館 302 室。 

【週日電影院】每月最後週日。因有背經比賽，故四月提前在第二週日 4/10 今天舉行
週日電影欣賞《荷頓奇遇記》，地點：教育館 B1，主領—陳思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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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堂將於 4/17（日）上午 9：30 邀請以斯帖詩歌團隊舉辦詩歌見證會，請大家代禱，盼
望有更多人受感動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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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房教會重建聖堂花費 325 萬泰銖，另外拆除舊堂、推土、整地、重建圍牆及鋪設
水泥，總支出 6,688,077 泰銖；去年獻堂感恩禮拜時，各地奉獻共收 5,179,212 泰銖，
目前仍然欠缺 1,328,136 泰銖。瑪莉傳道現在密撒拉種植高麗菜和西瓜來還教會建堂所
欠的債，若您有感動繼續支持，請用橘色奉獻袋，願神賜福您！(重新累計 139,074 元) 
2、新學期五月開學，9 位貧困孩子的生活及學費已經足夠，若有結餘將移到十一月下
學期。感謝您的愛心捐助，願神賜福您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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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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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傳道的婆婆林信英姊妹（因日前跌倒，導致第二節腰椎骨折，目前在家休養，
請代禱！黃媽希望安靜，請勿探訪，謝謝）。 

李易儒、黃志訇
ㄏ
ㄨ
ㄥ、江韋菁、吳欣樺、吳慧芳等五位姊妹懷孕期間，請為：母親、

孩子身心靈都平安、健康且能順利生產代禱。 

緬甸撣ㄉㄢˇ邦北部南山市敏格拉區及老城區發生火災，損失慘重，1279 人仍無家可
歸暫居住在附近教會及廟宇，其中有 6 戶人家是基督徒，我們希望能幫助這 6
戶基督徒人家籌募經費可重建家園，若您有感動捐款請用橘色奉獻袋並註明「為
緬甸火災」，願神賜福您的愛心。 

關懷代禱專頁 關懷代禱園地 

關懷教會肢體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 33：12 



青年牧區事工 
 

一、 今天是主餐主日，請大家預備心，一同記念主耶穌的救恩。 
二、 【JusT愛靈修】你是否立志許多次要開始靈修，但又不知道從何開始？你是否己努力翻開

聖經讀，但仍讀不懂它在說什麼？青年牧區為青少年的你預備了一本專為青少年編寫的
365天靈修材料，幫助你讀懂神的話，同時發現神的話很酷！即刻加入，你就可以和修齊
哥同步靈修﹙藉fb活動專頁分享討論﹚，你還可以以優惠價250元購得本書﹙定價350﹚，前
二十位報名還可獲得張文亮教授的新書《蜥蜴也有一張英俊的臉》一本﹙定價299﹚。心動
嗎？散會後即刻登記。讓我們一起愛靈修！ 

三、 4/17聯合團契將舉行青年牧區運動會，請大家準備運動服裝。 
四、 4/23﹙六﹚8：30-18：00舉行全教會春季一日遊，前往新豐紅毛港與新竹17公里海岸線，

有意報名者請洽教會辦公室。 
五、 4/24﹙日﹚13：30的背經比賽專門為學青開設一組，鼓勵大家揪團來背經哦！報名請洽團

契輔導﹙輔導會協助大家組隊和挑選經文﹚。 
六、 【國中團契】四月份速讀聖經為「以賽亞書1-25章」，鼓勵國中生踴躍參與聖經速讀，幫

助自己對聖經有概括認識。每讀完一章請寫下一節最感動或喜歡的經文，3月份完成速讀
者請交給珮珊姊。  
關懷與代禱   

1、 求神幫助我們每天【就是愛靈修】，親近祂、支取力量和恩典。 
2、 為感冒的肢體代禱，求神醫治。也求神憐憫，讓流感的疫情可以被控制。 
3、 為即將面試、統測、會考、指考的同學代禱，求神賜他們聰明智慧以及生心靈都強健。 

好書試讀                  1 月 22 日- 誰最酷？            《JusT 愛靈修》﹙校園﹚ 

雅各的大腿扭傷，他就瘸了。他想跳過神自尋出路，神很心痛。 

我們總以為趕流行才叫酷，看那些遜咖多麼令人同情。 

但神的信息卻從未改變-追趕祂的流行才叫酷，拋開祂想耍酷，會比雅各更不酷。 

Read it：創三十二；羅十二章 3 節；林前四章 20；林後五章 16；腓二章 3-8 

Know it：神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了你，所以祂要你用健康正面的眼光看自己。你要謹記：無論你

擁有什麼，具備哪些條件，或是將來要成就什麼，都是祂的恩賜。如果你竟然自己居功，麻煩

可就大了。 

Pray it：求神赦免我有時被捧上天，忘了是你使我出類拔萃。我要時時尊主為大。  
#【JusT 愛靈修】運動鼓勵每個人都能天天親近神。你不一定要使用本書靈修，但若你覺得聖經
艱澀難懂，與生活又沒有關係。那麼鼓勵你使用這本為青少年編寫的靈修材料，與修齊哥和其
它弟兄姐妹同步靈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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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子高傳道 王美萱姊妹 

司會 常維強 郭晉誠 

領唱 洪珮珊 洪佩宜 

配唱 范予恩 賴羿如 崔治皓 王  寧 

司琴 常維剛 黃皓柔 

司獻 劉可文 劉可成 溫明恩 溫明慈 

招待 陳以安 倪彥傑 楊  謙 廖勁其 

影音 吳彥廷 胡誌軒 

投影 李旭紳 何至彥 

主餐 歐陽平 田逸璇  

輪值 許秀萍 常維剛 

聚會名稱 禱告會 國中團契 高中團契 青年團契 

時   間 1930~2100 
 

920~1000 930~1000 

本週團契 
聚會內容 維強哥時間 查經-約壹1 專題時間 

主 領 人 維強哥 維剛哥 修齊哥 

下週團契 04/08(五) 04/10(日) 04/10(日) 04/10(日) 

聚會內容 
詩歌敬拜 
禱告 聯合團契-運動會 

主領人 尤牧師 維強哥、維剛哥、修齊哥 



歡迎參加【兒童聖經學校】每週日上午10：15～12：00 

■ 兒童聖經學校「本週各年級主題」     

幼兒級 耶穌花園 第六課  主的話我要聽：我們要遵行神的話  

一二三年級 父親的榜樣 第六課  撒母耳爸爸：兒子不願遵行主道 

四五六年級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約拿書、馬太福音、使徒行傳 

■ 重要事工代禱事項   

■以禱告來守望家人，並站在破口防堵，使神的旨意成就！ 

●奉獻家庭的禱告：天父！我奉耶穌的名求告您，您是我生命的主，為您的榮耀，願您以耶穌基
督的寶血潔淨在我家中一切的罪惡，以及一切不討您喜悅的事物。我相信您已經將我的家分別為
聖，我也願意將我的家全然奉獻給您，我和我家都要專心事奉您！求您以您聖潔的同在充滿這個
家庭，按您旨意來使用我的家庭，按您的話語，在我家的四圍設立看守的使者，以遮蓋、保護我
們脫離兇惡，好叫我們行在您的旨意之中，叫您得著最大的榮耀。阿們！   

 

 

 

 
 

 

 

 

 

 

 

 

  

  

 

 
 

兒童事工報告： 
 

1. 鼓勵同工及教師們參加 4/23 週六的全教會春季一日遊，請洽教會辦公室報名，謝謝。 

2. 「2016 兒童暑期門徒訓練營」日期：七月初，對象：教會兒童升三~升國中一年級，
徵召同工：1.主教、伙食、採購、攝影照相 2.助教、小隊輔【青年】，若您願意參與夏
令營的服事，請與慶華校長報名，謝謝! 

3. 「兒童敬拜團」團練時間：每週日下午 1：00～2：30。地點：五樓兒童會堂。 

4. 「兒童雙語讀經班」每週主日上午 9：00～10：00 上課。採取中英文背經以及英文詩歌
練習，歡迎對學習英文有興趣的家長和兒童一起參加。地點：308 教室。 

5. 「中國主日學」主辦「從 0歲開始～談家庭祭壇的建造」：5/21(六)13:30-16:30，地點：
中壢橄欖書房【中壢區新興路 102 巷 12 號 2 樓】，費用 400 元，願意參加者請向慶華執
事報名。 

6. 【劉牧師親子協談輔導】請電教會 493-4764 轉劉牧師或電手機 0980-826-084 預約即可。 

7. 請老師和家長們協助提醒孩子們，在教會用餐後的「免洗餐具便當盒、免洗杯」，務必
以水清洗後分類處理，用心做到人人環保。 

8. 為顧及兒童在教會下課後的安全，請家長先與孩子約定散會後碰面的地方！ 

 

 

 

 

 

 

時間 班別 年級 教室 教  師 下週4/17服事者 

10：15~10：50 國小兒童崇拜 5F 劉大明牧師 敬拜：唐崇實 
 

10：15 
↓ 

10：55 

仁愛幼幼 305 王雅玲.黃志訇. 分享：唐崇實 

喜樂幼小 307 彥徵.美燕.玉雪.嘉惠 司琴：敬拜團 

和平幼中 302 葉孟嬌、蔡靜芬、彭裕如 輪值：彭淑慧 

忍耐幼大 308 吳瓊瑜、陳慶華、徐慧芬 禱告：邱  昊 

 
 

11：00 
↓ 

11：50 

恩慈小一 103 陳姿妙、鄭靜芬、胡桂春 招待：曾詠凌 

良善小二 307 陳慶華、陳亮喬、于桂芳 投影：黃錦龍 

信實小三 305 林玫芬、劉師母、張  連 音響：黃錦龍 

溫柔小四 302 黃瓊瑩、唐崇實、彭淑慧 幼兒：李彥徵 

節制小五 102 黃玲玲、徐玉珠、廖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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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王燕萍、羅文昌、湯學方 

11：00~11：45 幼稚園兒童崇拜 5F 彥徵.玉雪.慧芳.嘉惠 

四月壽星：生日快樂 
 

倪彥靖 0422 五 

葛瑜晴 0419 四 

陳佳瑜 0405 四 

范姜子希 0424 三 

林心柔 0426 三 

彭凱恩 0428 三 

莫承宥 0410 二 

邱茵茵 0421 中 

陳裕仁 0408 幼 

 
若有疏漏， 

請告知劉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