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李載華宣教士 

 
司會：李旭紳弟兄 
領唱：何政燕姊妹 
司琴：胡  靚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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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 第四章．．．． 司會 

信息傳講．．． 從心看宣教．．． 李宣教士 

主的差派：我們回應，我們順從 

回應詩歌．．．．．神的孩子．．．．．會眾 

祝禱/阿們頌．．．．．．．．．李傳道/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講員：劉大明牧師﹝一﹞敬拜：黎振桓執事﹝一﹞        

劉大明牧師﹝二﹞      蘇佳恩姊妹﹝二﹞ 

主席：黃秀真姊妹﹝一﹞司琴：李美貞姊妹﹝一﹞

王世敬弟兄﹝二﹞      常維剛弟兄﹝二﹞ 
 

宣召．．．．．．．．．．．．．．．．主席 

詩歌敬拜．．．．．．．．．．．．敬拜同工 

以奉獻來敬拜．．．一切獻上．．．．．會眾 

獻詩．．．．．．．．．．．．社青團契﹝二﹞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1：1~17．．． 司會 

證道．．．．道成肉身的同在與陪伴．劉牧師 

回應詩歌．．．．．榮耀的呼召．．．．．會眾 

歡迎與介紹．．．．．．．．．．．．．主席 

以報告敬拜神．．．．．．．．．．．．主席 

三一頌．．．．．．．．．．．．．．．會眾

祝禱/阿們頌．．．．．．．．．劉牧師/會眾 

默禱．．．．．．．．殿樂．．．．．．會眾 
 
 

成為有美好靈性傳承的教會！ 

（但以理書5：11-12） 
  

教會網站 
 

金句：「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

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
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

不愛惜呢？」 ﹙約拿書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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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 2018 年 3 月 11 日 

             成人主日崇拜程序                青年主日崇拜程序 

             第一堂8：00-9：20/第二堂10：15-11：50              09：30-10：50 (對象：國中--碩班學生) 
 

輪值：劉師母            兒童主日崇拜程序               招待：邱漾漾 
 
•會前禱告．．．．．．．．李彥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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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栩昕     •祝福禱告．．．．．．．．唐崇實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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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納的關鍵！ 

                         第九十四期成人聖經學校課程 
                                  （本學期上課時間：1/14~4/1） 

  

 

 

  
 

 

 

 

 

 

 
 
      
       
    

時間 內容 教室 教師 

09：10~10：00 週日 英文查經班 201 教室 李家遠 

09：00~10：30 週二 耶利米書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9：30~20：45 週二 出埃及記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4：00~16：00 週三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308 教室 陳瑞香 

19：30~20：45 週三 以賽亞書 聖堂一樓 林登詳 

09：00~10：30 週四 歷代志上 聖堂一樓 戴文峻牧師 

16：00~17：45 週六 屬靈裝備站 205 教室 尤鵬勳牧師 

日期 時間 名稱 內容 主領/講員 

03/14(三) 09：00~11：00 週三禱告會 敬拜、禱告 鄭桂蓉傳道 

03/15(四) 13：30~15：30 豐盛讀經 羅馬書 鄭桂蓉傳道 

03/16(五) 19：30~21：00 成人禱告會 敬拜、禱告 戴文峻牧師 

03/16(五) 09：00~10：30 女傳道會 研究科書:當女人真好 陳亮喬 

03/17(六) 19：00~21：00 社青團契 培靈時間 陳賽鍾牧師 

03/17(六) 09：00~12：00 推喇奴團隊 罪  論 沈炳臣 

03/17(六) 15：00~17：00 約伯人生 聆聽、禱告（103室） 樊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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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週二 晚上07:30 李家遠 495-4535 查經 
內 壢 內壢週邊 王世敬 03/15週四 晚上07:30 田慧君 451-9250 靈修與團契 
環 中                                                                                                                             環中東路  03/15週四 上午10:00 鄧元正 465-2241 詩篇或箴言 
雙 連 雙連坡 黎振桓 03/16週五                                                                                                       晚上08:00 教育館308 493-4764 查經 
楊 梅 楊梅區 劉煜湫 04/14週六 晚上07:30 蘇文通 481-9746 聖經人物查考 
復 旦 復旦中小學 莊天降 03/24週六 晚上07:30 教育館 B1 493-4764 聖經人物介紹-彼得 
新 明 新明國小 黃秀真 03/17週六 春 季 一 日 遊 
養樂多 不分區域 李彥徵 03/17週六 上午10:00 教育館 5F 493-4764 人物研經-哀傷的夏甲 
中 大 中大區 孫雲平 03/31週六 晚上07:00 孫雲平 490-1049 約翰福音 11：1~46 
客 人 不分區域 林欣衛 03/18週日 下午01:00 教  會 493-4764 哥林多後書 

成人牧區 本週壽星 
（3/11~3/17） 

  祝您生日快樂！ 
 

劉孟俊 連恩慈 

黃恩賜 葉孟嬌 

黃志訇 安  佾 

陳芷芸 洪珮珊 

郭雅美 于鳳琪 

杜益愷 焦湘靈 

劉美瑩 陳以琳 

古昭雲 黎彥成 

許瑋庭 黃春蘭 

劉卓紫蓉 

洪成昌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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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賽鍾牧師 陳賽鍾牧師 

輪值執事 黎振桓 楊德威 鄭桂蓉傳道 田錦宏 

主 席 黃秀真 王世敬 周顯倫 李家遠 

敬 拜 黎振桓 蘇佳恩 湯學方 陳明谷 

司 琴 李美貞 常維剛 蕭來齡 連恩慈 

獻 詩  社  青  教會詩班 

司 獻 東華 仙儀 學方 欣衛 壬谷 麗金 琴霞 雅嫺 德盛 秋英 文友 世慧 進德 郁珺 天降 清淑 

主 餐     

招 待 林輝能 鄭臻妹 孫雲平 潘世娟 陳建文 林欣衛 戴源志 范郁達 謝淑萍 陳逸婷 

交 通 羅文昌 蘇文通 于鳳琪 魯江河 

音 控 邱炳雲 黃碧雲 陳芥稜 邱炳雲 許曼筠 陳芥稜 

投 影 曾  鏞 官子庭 歐陽平 張惠珍 

關 懷 于鳳珠 林信英 劉文球 陳楚卉 廖清志 邱炳雲 歐陽琴霞 

獻 花  黃瑞霞              羅子霈 胡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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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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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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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銀行奉獻抬頭：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桃園縣中華基督教中壢浸信會 

渣打銀行新明分行：052-0225  --帳號 03153-00010023-8  =========================================================== 
《國度宣教--目前累計215,377元》 【建堂基金--目前累積9,551,892元】 

【上週：特別1,600元、泰北學費16,000元】 

上週奉獻：主日24,808什一503,390感恩53,800 關懷18,000愛心2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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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崇拜 78 

兒童崇拜 
成人 51 

兒童 75 

成人聖經學校 成人 113 女傳道會 9 

 

各級禱告會 
 

49 
                                          

成人 
19 

社青團契                                                                                                                             33 

青年 青年團契 

67 兒童/成人 6+17 高中團契 

週三 7 國中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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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日特別邀請【橄欖書房】到教會一樓紅磚道設攤，有各式聖經、屬靈書籍、飾品等，請
家長為孩子選購合適的聖經，以便於孩子在家靈修時閱讀！ 

3. ※ 內地會(OMF)今天在教育館一樓設攤提供許多與日本宣教相關的資料，歡迎自由索取。 

4. ※ 本年度第一次新朋友迎新餐會於主日崇拜後12：00在教育館201教室舉行，歡迎從一月份以
來之新朋友闔府參加，敬邀每位牧者、執事、小組長務必參加。 

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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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小組長月會3/18主日崇拜後12：00在教育館 302教室舉行，請小組長們準時參加。 

7. ※ 今年第一次浸禮將在4/1復活節主日下午1：30舉行，若您已慕道多時，願意受浸者，歡迎
向戴牧師報名。若您尚未上過慕道班課程者，請務必參加第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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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郭彩綢、黃
毓燕、高嘉雯、廖勁其等4位）。 

8. ※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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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彩綢、黃毓燕、高嘉雯、廖勁其等4位）。 

9. ※ 教會今年經文背誦比賽將於4/29（日）舉行，邀請所有對經文背誦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 

10. ※ 林黛均傳道經內地會(OMF)接納，預計今年七月前往日本開始為期二年的宣教。OMF計算所
需費用尚有近9成的缺口。歡迎各小組、團契邀請黛均傳道在弟兄姊妹中間分享見證及傳遞其
負擔，認識日本長期宣教需要。若有感動奉獻者，可在奉獻袋上註明：林黛均傳道日本宣教。
另可在招待處索取她的代禱卡以及回應卡。 

11. ※ 邀請尚未參加教會各項團契、小組、查經…聚會者，可以考慮加入尤牧師主領週六的<屬靈
裝備站>和週三晚上<skype查經>。意者請洽尤牧師或尤師母。 

教會事工動態 關心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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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中心經常性事工 

【讀書會】每月第三週主日 3/18下午 1：00 由楊德威弟兄主領，選讀的新書：「恩典多
奇異」，地點在教育館 302 室。 

【週日電影院】4/25為弟兄姊妹帶來溫暖電影是《童夢》，地點：教育館 B1，主領—
陳思澄姊妹，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參加。 
 

貳  【宣道關懷】 
1) 清萊茶房民族教會:為徵召隊員、籌備與培訓。 

                 為王瑪莉傳道主理許多教會及照顧孤貧中心學生們的心力。 

2) 2018 年緬南宣教經費需求為 95 萬 4千元，明細如下：1.為瓊彩村建立學生中心（佈
道所前身）之整地與初期建堂：60萬元。2.學生中心 2位傳道人薪水，總計：16萬
8 千元。3.為 30 人次之病困、老弱等危難家庭予以月助金補助，每月台幣 350 元，
總計：12萬 6千元。4.支持克倫族教會外聘兼職傳道人與主日學教師：6萬元（目前
累計186,600元）。 

3) 境內宣道事奉將分別前往尖石鄉泰雅爾區會服事11個教會兒童營以及木柵新拓植的
南區牧心堂科學營，近期開展隊員籌備及培訓。 

[註]每年各短宣隊隊員 80%自籌款皆來自國度宣教基金，請會眾在禱告中尋求主聖靈的
感動參與奉獻支持，讓教會的宣道事工經歷耶和華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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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威姊妹懷孕期間，請為：母親、孩子身心靈都平安、健康且能順利生產代禱！ 

邱賢珠姊妹因視網膜剝離並且破裂， 3/6（二）在台北榮總動完手術，已於 3/9
（五）出院了，現在在家休養＼葉瑞蓮姊妹的母親林秀枝女士已於 3/9（五）順
利用腹腔鏡方式夾取膽囊結石手術，目前住 804 醫療大樓三樓第一病房的 106
號房＼陳玉婷的妹妹陳玉玲女士已出院了，現在在家休養＼戴牧師的大哥戴文彬
弟兄因罹癌且擴散，牧師已於 3/5（一）為大哥行膏油禮，目前在家休養＼李孔
誼貞媽媽的丈夫李嘉海伯伯，因胃部疼痛及發冷現象，檢查出是尿道發炎，目前
在家休養＼洪成昌傳道目前仍有缺血性腦中風症狀待持續治療。＼胡廣德弟兄的
母親廖物華女士目前住台南基督教財團法人創辦的安養院療養＼宋美珠姊妹近
日跌倒右肩骨裂＼林明茜（范宜安）姊妹的父親范涼淵先生腦下垂體腫瘤、高血
壓、糖尿病、胃腸和肝功能指數異常＼林義雄弟兄因感冒引發肺炎，目前住在台
大醫院 14 樓 19D 病房＼廖鄒賢英姊妹家被拍賣，一家弱勢，面對地下錢莊的剝
削＼林欣衛的妹妹林銘芳姊妹癌症治療中＼李瑞貞姐妹乳癌二期，往返怡仁醫院
化療＼鄭李美霞奶奶在新國民醫院安養＼杜書華姊妹子宮頸癌在高醫治療＼劉
中和弟兄下肢長時間酸麻，生活起居移動不便，請迫切代禱。 

 

4/1（日）~8（日） 亞東劇團將演出《三棵樹》，2/28（三）前購票享優惠，歡迎闔家參與；
亞東今年計畫安排 30-35 場校園生命教育巡演，需 100 萬經費，請支持紅包救校園義賣。 

 

小組討論題綱：討論1：對於耶穌的【道成肉身及以馬內利】，請分享你個人的領受與經歷？ 

討論2：孩子期待父母【真實的同在與陪伴成長】，請彼此分享、互相勉勵！  

討論3：家人需要【有恩典、有真理】的彼此對待，請提供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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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午餐？】今天很榮幸的邀請到內地會宣教士李載華以及差會的同工來青崇分享，並且留下來

與我們一起午餐，分享宣教點滴。你想與宣教士面對面嗎？你想了解差會的功能是什麼嗎？邀請你
今天12：20帶著午餐來b1，一起關心上帝在日本的工作。 

二、 【第一次浸禮】將在4/1復活節主日下午1：30舉行，若你已相信主耶穌並且願意跟隨祂，鼓勵你用
浸禮來表明信心，領受屬靈的福氣。報名請洽修齊哥。目前報名的有：廖勁其。 

三、 【青年主日】將於3/25舉行，青年主日前的團契時間都安排在B1練詩，請大家盡量每次練習都到。
這次獻詩需背譜，四個分部的錄音檔都放在牧區FB了，請大家多多聆聽與練習。  
關懷與代禱    

1、 為內地會台灣代禱，求神祝福這個差會，成為神手中美好的器皿，將工人差到需要福音的人群中。 
2、 為大家能每日靈修親近神代禱，也求神每天賜下靈糧，讓我們有力量面對每一天。 
3、 求神醫治感冒生病的肢體，也賜下健康給每位弟兄姐妹。 

 
 見證分享                     北區中學生門徒營見證             高中團契/田予虹 

我是武陵高中高一的田予虹，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北中門，我在這裡不只學到許多新知識，也重新
找回我對信仰的信心和熱情，對基督信仰也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實在是滿載而歸。 

我在營會所上的選課中，印象最深刻的課是「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一直以來，上帝的旨意對我
來說似乎是一個測不透、摸不著、也不一定看得見的存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會覺得無助，好像上帝拋
棄我，要讓我自生自滅，那時我會責怪上帝，總覺得都是祂的錯；而面臨選擇時，會感到徬徨，猶豫不
決的不知該如何是好，這時我會心急的不停禱告，有時禱告後心裡會踏實許多，但更多時候我只會更加
焦躁不安；而當事情解決後，我經常忘記上帝，忘記祂在過程中如何幫助我、帶領我，需要透過別人提
醒，才會恍然大悟的察覺上帝奇妙的恩典。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老師舉出五種方法，分別是讀聖經、
尋聖靈、找輔導、用理性、看環境。聖經是上帝的真理，想想聖經的原則是否容許，如果聖經沒有提到，
則回到事情的原點，再想想自己的動機是否正當；聖靈是真理的靈，不會和聖經相違，要放下自己的意
志，禱告尋求他的引導；而輔導是有愛有真理的屬靈前輩，經驗也比我們豐富，也許成功的經驗無法複
製，但失敗的經驗可以參考；上帝賜給人思考的能力，理性思考也是一種重要的指標；環境是個實際的
影響因素，常因為不同的場合造就出不同的結果，特別是在過程中，環境就會是一個重要的變因。透過
這堂課，我充分體會到上帝的旨意不一定只在聖經裡，而是遍布在我們周圍。雖然這些方法讓我更容易
明 白 上 帝 的 旨 意 ， 但 它 們 只 能 「 逼 近 」 上 帝 的 旨 意 ， 就 像 數 學 的 十 分 逼 近 法 √
3=1...=1.7...=1.73..=1.732.....藉由一層一層的計算，雖然只能得到近似值，但我們可以漸漸的逼近
正確答案。 

我這次在北中門除了學到許多知識，也玩到很多遊戲，並從中體會和學習到許多生命課題。我也在
禁禱時更真實、真誠的面對自己的軟弱，並大大的經歷神讓我更加相信、倚靠神，並學習將自己的主權
交給上帝。而在小組中，我認識許多新朋友，也透過晨更晚禱彼此分享、學習，豐富了我的眼界，讓自
己的看法不再那麼的狹隘，思考也能更周到。最後，我很喜歡這次北中門的活動，收穫也多的數不清，
感謝上帝帶領我參加這個營隊，明年我還會再去。 
 

*活水區間車靈修進度* 
 

3/11-3/17 日)講道經文 一) 路加福音2：1-12 二) 路加福音2：13-21 

三) 路加福音2：22-33 四) 路加福音2：34-40 五) 路加福音2：41-52 六) 路加福音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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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載華宣教士 劉大明牧師 

司會 李旭紳 李庭安 

領唱 何政燕 洪珮珊 

配唱 何至彥 戴以琳 王以勒 廖薇伊 

司琴 胡 靚 唐主颺 

司獻 陳佳美 陳以安 楊約恆 王力賢 

招待 郭周樂 許書亞 李彥霖 沈宜庭 

影音 胡誌軒 邱昊 

投影 倪彥靖 杜益岩 

獻樂 田予虹 王建岳 

主餐   

輪值 張孟平輔導 林黛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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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主日獻詩練習  

世光老師  

下週團契 03/18(日) 03/18(日) 03/18(日) 
青年禱告會 
03/16（五) 

聚會內容 青年主日獻詩練習 唱詩禱告 

主領人 世光老師 李傳道 



歡迎參加【兒童聖經學校】每週日上午 10：00～12：00 

■ 兒童聖經學校「本週各年級主題」     

幼兒級 王后的故事 第二課 選美大會【我知道真正的美德是從內心發出的】  

一二三年級 王后的故事 第二課 選美大會【我知道真正的美德是從內心發出的】 

四五六年級 歸納式查經 創世記、約拿書、馬太福音、使徒行傳 

■ 請為【兒童門徒事奉學校】代禱 【兒童教養與親子關係諮商電話：493-4764 轉劉牧師】   

【兒童門徒事奉裝備學校設立計畫】請弟兄姊妹協助代禱！ 
●宗旨：(1)建立兒童健康的屬靈生活習慣，操練過門徒的生活。(2)事奉主題訓練，融合實務應用
與信仰反思，促進兒童對事奉與生命成長的委身。(3)幫助兒童釐清上帝對個人生命的異象與呼召，
促進生涯發展的定向。 
●每期12次，每次預計3小時，整全地建立學員健康的靈性生活與事奉觀，預備成為榮神益人的事
奉者。每年課程3-6月為春季班、9-12月為秋季班，各四個月。本季開設：舞蹈敬拜班、歌唱敬拜
班、活動引導與反思班。每次上課分為四部分進行【小組門訓、事奉操練、培靈建造、點心團契】 
●預期成效：(1)建立自生自養的兒童同工，回饋兒童事奉禾場，落實「讓孩童服事孩童的理念」 
(2)建立兒童正確信仰觀念與事奉態度，委身作主門徒，投入今日教會的建造工作。 
(3)兒童從小立志作主門徒，過分別為聖的敬虔生活。並隨著生涯發展為主作大事。   

 
 
 
  
 
 
 
 
 
 
 
  
  
 
 
 
 
 

兒童事工報告： 

1. 【橄欖書房】今日在教會設攤，請為孩子選購合適的聖經，以便於孩子在家靈修時閱讀！ 

2. 【三月份兒童靈修材料】尚未領取的兒童請向班級老師領取，請家長協助孩子們開始每
天照進度完成並請家長簽名，每週日再將靈修材料帶回給班導師簽名認證。 

3. 如果您的孩子尚未參與【兒童牧區每日在家靈修】，請家長給予鼓勵和支持，請從本週或
【三月份靈修材料】開始進行，感謝您願意與兒童牧區的教師們一起努力！ 

4. 【2018 春季兒童門徒事奉學校】三月份課程下次上課日期為 3/24(週六)下午 1:30，請
提醒孩子攜帶聖經、筆記本和筆。若有事不克參加，請家長務必於群組中請假，謝謝！ 

5. 【暑期兒童短宣隊】徵召兒童隊員：08/09(四)~08/12(日)前往木柵南區牧心堂教會帶領
兒童營會。今日起開始報名至 3/25 截止。短宣說明會：3/25(日)下午 2:00-4:00，家長
可出席了解、並將於會中協調與確認剩餘籌備會時間與相關事宜。 

6. 【兒童禱告會】每週五晚上 7：30，在教會五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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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兒童崇拜會前禱告會】每週主日上午 9:35~9:55 在兒童會堂，感謝神，越來越多孩子
參與其中，鼓勵家長提早帶孩子到五樓會堂參加！ 

 

時間 班別 年級 教室 教  師 下週3/18服事者 

9：35~~9：55 會前禱告會 5F 李彥徵老師 李彥徵老師 

10：00~11：00 國小兒童崇拜 5F 唐崇實老師 劉大明牧師 

10：00~11：00 仁愛幼幼 305 慧芳、志訇、芷荊、淑芳 敬拜：劉牧師  
 

10：00 
↓ 

11：00 

喜樂幼小 307 桂珠、淑美、郁榕、彥徵 分享：劉牧師  

和平幼中 302 雅玲、佩玲、歐陽、佳虹 司琴： 
忍耐幼大 308 湯學方、吳瓊瑜、葉珮茹 輪值：劉師母 

 
 

11：00 
↓ 

12：00 

恩慈小一 307 蔡靜芬、胡桂春、陳姿妙 禱告：陳  熠  

良善小二 103 徐慧芬、黃玲玲、于桂芳 招待：蕭劭恩  

信實小三 305 葉孟嬌、林玫芬、林鴻美 投影：黃錦龍 
溫柔小四 205 徐玉珠、陳亮喬、羅文昌 音響：黃錦龍 
節制小五 302 廖清志、王燕萍、陳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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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唐崇實、劉師母、黃錦龍 

11：00~12：00 幼稚園兒童崇拜 5F 幼兒崇拜團隊師資 

三月壽星：生日快樂 
 

林宜萱 0329 六 

劉宇喬 0309 一 

張大秦 0322 大 

劉宇喬 0309 大 

廖懷信 0301 中 

戴以恩 0316 中 

褚昕妍 0305 中 

 
若有疏漏， 

請告知劉牧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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