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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禱．．．．．．．．殿樂．．．．．．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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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16 年 7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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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國中~碩班學生) 
 

 
  講員：李家遠老師 

 
司會：謝庭依姊妹 
領唱：洪珮珊姊妹 
司琴：黎家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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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5：12-23．．司會 
信息傳講．．．．真正的喜樂．．．．李老師 

主的差派：我們回應，我們順從 
回應詩歌．．．我知所信的是誰．．．．會眾 
祝禱/阿們頌．．．．．．．．．尤牧師/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金句：「祢必將生命
的道路指示我。在祢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
福樂。」 (詩篇 16:11) 
 

輪值：陳慶華            兒童主日崇拜程序                  招待：賴威翰 
 
•會前禱告．．．．．．．．李彥徵老師       •歡迎與介紹．．．．．．．李彥徵老師 

•詩歌敬拜．．．．．．．．．．短宣隊       •短講．．．．．．．．．．廖清志老師 

•奉獻禱告．．．．．．．．．．許書亞      •祝福禱告．．．．．．．．廖清志老師 

提摩太前書2：1-4 
成為禱告傳承的教會 

 



※ 近期各家庭小組聚會動態表 ※ 

※ 下週週間各項聚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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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晝夜思想神話語的，這人便為有福！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等待 91期的課程，原先的課程仍然繼續 
         （當竭力追求認識祂，祂必賜福於您） 

 

 

  
 

 

 

 

 

 

 
 
      
       
  

 

時間 內容 教室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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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比喻 308 教室 陳瑞香 

09：00~10：30 週四 彌迦書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6：00~17：45 週六 屬靈裝備站 201 教室 尤鵬勳牧師 

09：30~10：10 週日 基督徒信仰要理 102 教室 林欣衛/溫宏遠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主領/講員 

07/27(三) 09：00~11：00 週三禱告會 敬拜、禱告 鄭桂蓉傳道 

07/28(四) 13：30~15：30 豐盛讀經會 民數記 鄭桂蓉傳道 

07/29(五) 19：30~21：00 成人禱告會 敬拜、禱告 戴文峻牧師 

07/29(五) 09：00~10：30 女傳道會 重燃熱情、生命發光 涂香春 

07/30(六) 19：00~21：00 社青團契 參加全教會退修會 

08/13(六) 09：00~12：00 推喇奴團隊 基督宗教與藝術作品 黃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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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6週二 晚上 07:30 劉德盛 458-2772 查經 
內 壢 內壢週邊 胡廣德 07/28週四 晚上 08:00 王世敬 491-9254 好書選讀 
環 中                                                                                                                             環中東路  07/28週四 上午 10:00 鄒受赺 458-1541 詩歌頌讚 
楊 梅 楊梅區 楊德威 08/05週五 晚上 07:30 蘇文通 481-9746 聖經與醫學 
雙 連 雙連坡 黎振桓 07/29週五                                                                                                       晚上 08:30 教育館308 493-4764 暫停 
復 旦 復旦中小學 莊天降 07/30週六 晚上 07:30 

全 教 會 退 修 會 
新 明 新明國小 黃秀真 07/30週六 晚上 07:30 
中 大 中大區 賴昆佑 08/06週六 晚上 05:30 賴昆佑 426-2747 使徒行傳第 16章                                                                                                                             
客 人 不分區域 林欣衛 08/07週日 下午 01:00 副堂一樓 493-4764 使徒行傳 

成人牧區 本週壽星 
（7/24~7/30） 

  祝您生日快樂！ 
 

洪玉偵 
陳進和 
張  連 
郭周昱 
王子元 
范予恩 
沈炳臣 
楊  燕 
趙希誠 
徐曉晶 
莊穎瑩 
陳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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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道 劉大明牧師 劉大明牧師 戴文峻牧師 張謨猷傳道 

輪值執事 鄭桂蓉傳道 謝粹鈴  江金山 

主 席 林登詳 林振祥 胡廣德 陳明谷 

敬 拜 崔家琳 崔家琳 李修齊傳道 陳明谷 

司 琴 劉玟秀 陳世光 戴以勒 連恩慈 

獻 詩 得勝者團隊 得勝者團隊   

司 獻 德盛 秋英 英樹 美珠 金山 淑貞 雲平 建文 天降 清淑 瑞香 惟真 逸婷 登詳 奎德 瑞珠 

主 餐     

招 待 陳文友 張世慧 陳雅嫺 張松花 陳逸婷 鐘獻彬 陳楚卉 曾壬谷 賴麗金 陳逸婷 

交 通 羅文昌 魯江河  魯江河 

音 控 邱炳雲 潘忠義 巫尚融 谷泰瀝 黃碧雲 

投 影 湯學方 王蘊華 羅文昌 石艷莉 

關 懷 詹惠珠  盧惟真 何宜芳  歐陽琴霞 劉玉華 

獻 花 曾沈惠蘭 莊英辰 

 







青年牧區事工 
 

一、 下主日為全教會退修會，青年崇拜與成人崇拜第二堂(10：15)合併舉行。 

二、 【尋找大秘寶-青牧馬偕腳蹤淡水一日遊】8/13(六)7：40~17：30正式啟程，讓我們一同
體驗上帝祝福台灣的恩典軌跡。報名：將報名回條和報名費200元交給來齡幹事就完成囉。 

三、 【大家來學救命術~CPR+AED】，今天下午1：00在教育館B1，由紅十字會高級急救教練郭淑莉教
學--90分鐘AED & CPR，歡迎踴躍參加。 

四、 【服事的服裝提醒】參與青崇服事的服裝規定：男生~有袖上衣、長褲、包鞋；女生~有袖
上衣、長褲/過膝長裙、包鞋。若你服事當天仍然忘記了，牧區備有詩袍供你使用哦！ 

五、 【國中團契】七月份速讀聖經為「以賽亞書51-66章，耶利米書1-10章」，每讀完一章請寫
下一節最感動或喜歡的經文，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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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感冒與受傷的肢體代禱。 
2、 求神安慰國道火燒車意外的罹難者的家屬，並供應他們所需用一切。 

事工分享                     得勝課學生心得                      尤師母彙整 
 

[新明國中  得勝課程心得分享]                               新明國中  705  林同學 
在上學期的得勝者課程中，我學到了許多有意義的事，這學期學校也有安排得勝者老師繼

續前來上課，我們這次的課程主題是：真愛守門員。真愛守門員這門課程是要我們更懂得從正
確的方向去判別我們未來所認定的另一半是否真的適合自己？以及對性侵害的防範、男女分手
的正確處理等。我覺得真愛守門員這個課程令我獲益良多，尤其是在上性侵害防治那堂課時，
老師的分享讓我更加了解自身安全的重要性，萬一太過大意可是會造成覆水難收的後果。 

除此之外，不論是課程中所教的其它如避免婚前性行為，認識身體界線……。都是對自己
的未來影響甚鉅的重要議題，藉由得勝者老師在每次上課所和大家討論的東西中，我覺得從中
了解到的是一生受用無窮的，有種收穫滿滿的感覺呢！這次的得勝者課程我覺得很豐富，要成
為自己的真愛守門員前得先珍愛自己。感謝得勝者老師全心全意的教導，希望下次還有得勝者
課。 
[中壢國中 學生本迴響] 

＊上得勝課程快一年了，我成長很多。尤其是老師給我的話，更讓我受益良多。現在我已
是個得勝女孩，變得更好，不害怕、勇敢做自己、做對的選擇，真的很開心遇到這些好老師，
謝謝老師們！ 

＊謝謝志工老師的鼓勵與教導，使我有了正確的價值觀，老師分享自身的經驗，使我有成
為得勝者的動力。 

＊在我有困難的時候，都是得勝老師幫我解決的，我覺得得勝老師像是我第二個媽媽一樣，
讓我覺得很溫暖。 

＊得勝課是我在國中最喜歡的課，總讓我萬分期待。我本是一個不知如何紓解壓力的學生，
透過得勝手冊和老師吐心事，講出來舒服極了！ 
＊教導我們如何交男女朋友怎麼保護自己，也要感恩批改手冊的老師，您細心的照顧我，溫馨
的鼓勵，為我除去心中的陰影和默默的關懷，我喜歡在我們的學校有這樣的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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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遠老師  

參 

加 

 

全 

教 

會  

退  

修  
會 

司會 謝庭依 

領唱 洪珮珊 

配唱 范予恩 賴羿如 

司琴 黎家瑄 

司獻 王力賢 張艾潔 

招待 儲  鑫 李彥霖 

影音 胡誌軒 

投影 杜益愷 

主餐  

輪值 常維剛輔導 

聚會名稱 國中團契 高中團契 青年團契 

 
時   間 1100~1200 1100~1200 1100~1230 

本週團契 
國高團契聯合練詩 查經腓立比 

世光老師 宛如建豐 

下週團契 07/31(日) 07/31(日) 07/31(日) 
青年禱告會 
07/22(五) 

聚會內容 
全 教 會 退 修 會 

唱詩禱告 

主領人 修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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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與風俗 第八課  小 Baby的名字【我的名字是父母給我的祝福】  

一二三年級 信仰與風俗 第八課  嬰兒取名【認知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並能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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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兒童、青年、成人【全家一起敬拜神】 
■日期：7/31(週日)上午 10：15～12：00在【聖堂】全家一起敬拜神 

■由於 7/30-31 全教會退修會，在「新竹聖經學院」舉行，鼓勵您全家一起報名參加！ 

■當週主日，教會【青年牧區、兒童牧區】聚會暫停，合併成人牧區第二堂崇拜。 

■請家長帶領孩子一起在聖堂全家同心敬拜神！   
 
 
 
  
 
 
 
 
 
 
 
  
  
 
 
 

兒童事工報告：  
1. 「暑期兒童短宣隊」8/26〜8/28 結合社青訓練有心回應大使命的小朋友，共同為【尖石

鄉梅花教會】舉辦社區兒童夏令營。若您有負擔為此宣教事工奉獻，請以橘色奉獻袋註
明「為兒童短宣隊」奉獻，謝謝！ 

2. 「兒童敬拜團」今日下午團練 1:00〜3：00 在五樓。從九月份開始，敬拜團練習時間，
改為星期日上午 8:30~10:00 聚集。若有小朋友同時也參加【雙語讀經班】，請於暑假期
間，跟家長討論禱告後，自行決定要參加何項服事訓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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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兒童禱告會」每週五晚上 7：30，在教會 305 教室，邀請家長陪同孩子一同參加，共
同領受聖靈，體會在禱告中親近神的甘甜！ 

5. 「兒童中英文讀經班」暑假期間暫停練習，預定開學後第二週開始恢復上課。 

6. 「客家神學院延伸制」性格管理學～因材施教的藝術，9/21~12/28(每週三)晚上 7：30
〜9：10 在中壢浸信會上課。費用：26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8/31】。本教會弟兄姊妹報
名只要 2100 元。請找谷幹事完成報名程序。 

 
 

時間 班別 年級 教室 教  師 下週7/31服事者 

10：15~10：50 國小兒童崇拜 5F 唐崇實老師 

因全教會 

退修會緣故 

 

合併成人聚會 

全家一起敬拜 

 
10：15 
↓ 

10：55 

仁愛幼幼 305 雅玲.淑芳.駿樸.永恩 

喜樂幼小 307 玉雪.佩玲.嘉惠.胤蓉 

和平幼中 302 葉孟嬌、蔡靜芬、彭裕如 

忍耐幼大 308 吳瓊瑜、徐慧芬、陳慶華 

 
 

11：00 
↓ 

11：50 

恩慈小一 103 鄭靜芬、陳姿妙、胡桂春 

良善小二 307 周素萍、陳亮喬、于桂芳 

信實小三 305 林玫芬、劉師母、張  連 

溫柔小四 302 唐崇實、彭淑慧、林鴻美 
請輪值老師指揮 

場地預備及確定

服事人員就定位 

節制小五 102 徐玉珠、廖清志、黃玲玲 

信心小六 205 湯學方、王燕萍、羅文昌 

11：00~11：45 幼稚園兒童崇拜 5F 幼兒崇拜團隊師資 

七月壽星：生日快樂 
 

王以勒 0704 六 

呂  悅 0705 六 

簡葉安室 0710 六 

孫恩哲 0726 五 

賴威翰 0703 五 

林語庭 0706 五 

湯岳鈞 0731 五 

葉日榜 0725 五 

劉元恩 0708 四 

劉鈺柔 0726 二 

彭華馨 0717 大 

曾杰睿 0722 小 
 

若有疏漏， 
請告知劉牧師，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