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信息：「委身服事」                         可 08:27-38 
一、呼召與委身 
 
 
 
 
二、你被塑造為要服事神 
 
 
 
 
 
★委身服事-因著我知我所信的是誰 
 
 
 
 
 
★委身服事-因著明白耶穌十架的愛 
 
 
 
 
 
★委身服事-是做主門徒的條件 
 
 
 
 

 

小組分組趣：（◎以不超過 3人為小小組，使每一位都有機會參與） 

1.為什麼彼得知道耶穌是基督，卻不明白十字架的意義？ 

2.如果跟隨基督不需要付上任何代價，你認為值得嗎？你曾經為了跟隨基督而付出任何代 

  價嗎？ 

3.我如何才能熱心服事他人，並享受此事奉？ 

異象傳遞禱告：  

1.請紀念在激城的 Echo及在法包的牙刷夫婦，願神為他們預備事奉的通路，以及福音能 

  順利傳開。 

2.請鼓勵組員參與舊約全新開始的進度，以及新約已進入馬可福音的階段，一起渴慕神的 

  話，遵行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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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4林英彥  04/25李冠勳 

04/25張喜久  04/25杜培恩 

日期 新約 舊約 

04/22（一） 可 09:01-29 創 04 

04/23（二） 可 09:30-50 創 05 

04/24（三） 可 10:01-31 創 06 

04/25（四） 可 10:32-52 創 07 

04/26（五） 可 11 創 08 

04/27（六） 可 12:01-27 創 09 

04/28（日） 可 12:28-44 創 10 

委身服事 

若您還沒有歸屬的小組鼓勵您參加。 

週日：青少年小組、信望愛、超越 
◼ 週一：恩賜、加恩 

週二：芥菜、歌頌、盡心 
◼ 週三：以琳、曙舞、活水、泉源、晨光、豐盛 
◼       願意 

週四：雅歌、全意、雅鈞 
週五：曙壹、奇妙、曙貳 
週六：門徒 

   2019.04.21 

  

丁淑娟  姊妹 



     

日日讀經 

你還沒開始讀經嗎?舊約進度進入創世

記，新約已進入馬可福音；邀請家人一起跟上

進度，透過神的話活潑我們的生命，看見神所

創造的美好。 

兒童牧區親師座談會 
教導兒童，讓他們成為親近神、敬畏神的

孩子，這是神的旨意，也是我們的一同努力的

目標。這次的親師座談會，我們特別邀請了玉

玫老師來分享【用故事陪伴孩子】及幾位媽媽

的見證。誠摯地邀請您踴躍出席，也敬請務必

準時出席哦！                      

時間：04/28（日）12：30-14：30 

      (可代訂便當) 

地點：教會一樓 

報名請找同工秀月姊妹。 

2019短宣名單 

以下是暑期短宣隊員名單，共計 11 位；

讓我們一起透過禱告扶持守望，也可以透過奉

獻，用行動支持短宣隊員，讓我們透過各樣行

動參與短宣事工吧! 

(07/01-07/08八天) 

 ▲柬埔寨：李台明(領隊) 

 ▲泰南：張惠美、陳淑貞 

(07/01-07/10十天) 

 ▲孟加拉：林岳毅(領隊)、陳泰銘 

 ▲印度-喜樂城：羅世勇(副領隊)、張蕎安 

 ▲日本-名古屋：吳巧巧(副領隊) 

 ▲法包城：張光錦、湯詠鈞 

(07/01-07/11十一天) 

 ▲日本-岩手：蔡麗君(副領隊) 

短宣義工招募 

沒辦法參與 2019CCMN 短宣隊？好想回應

宣教但不知道能如何參與？我們正在尋找的

就是你！歡迎成為今年短宣隊的義工團！ 

   招募期：即日起至 04/30(二) 

   詳情請洽同工岳毅、青樺。 

法包家書 

    法包宣教士牙刷夫婦家書回來囉！鼓勵

肢體於二樓會堂外公佈欄，紀念他們在異地的

服事，透過禱告來扶持守望。 

重慶 T-shirt 開始預購 
    30周年紀念 T來啦!總共有棗紅色、灰藍
色、紅色三款顏色。 
價格：200/件 
預購截止日：4/28（日）預計於 5 月中發給
各小組。 
歡迎向您的小組長預購，若您沒有小組請洽
同工鈺珣姊妹。如還不清楚衣服尺寸，我們
將於本週主日會後於一樓提供衣服測量。 
肢體關懷 
◎感謝主！李麗珍牧師放療的傷已復原，也
開始恢復外出運動。請為著上週五的第六次
化療以及本週注射免疫球蛋白所產生的副作
用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挪去手腳麻、骨頭痠
痛的情形，也願化療達到最好的療效，神的
平安、喜樂和盼望常和牧師同在。 
◎為歌頌小組的尹麗香姐妹代禱，求神在治
療上開道路與江河，能找到合適的治療方式
及藥物，保守血糖穩定、藥物有果效。 
此次藥物因健保局審核有延遲，求神保守藥
物可以盡快審核下來；也保守有好的精神、
食慾及睡眠品質。 
◎奇妙小組陳純芝姐妹 04/19(五)進行第三
次化療，求神保守化療前後身體的情況，心
中充滿喜樂與出人意外的平安。 
◎為以琳小組溫梅芳姐妹藥物造成的噁心嘔
吐、胃痛禱告，使其副作用降到最低。 
◎為全意小組江南英姐妹化療後所產生副作
用，求主保守釋放，不噁心能有胃口，挪去
不舒服的感覺禱告。 
◎為芥菜小組陳錦屏姊妹左腿血栓能得著痊
癒，且脊椎肌肉能與鋼釘早日密合及腰部肌
力有很好支撐禱告。 
◎為同工林岳毅弟兄，左腳大拇指在生活中
仍會不小心撞擊到，繼續代禱求主醫治。 
◎為以琳小組長吳嘉凌姐妹咽喉炎得到神完
全的醫治。 

考生加油站 

請肢體記念今年參加考試的青少年： 
▲05/04-05/05四技二專統測：湯詠鈞、葉仁 
  佑、經易晨、胡凱翔、賴奕均、凃羽杰、 
  黃竑睿、柯育儒、張馨勻。 
▲05/18-05/19高中會考：蘇斌奇、楊翰璋、 
  范博瑞、李純羽、薛凱晏。 
讓他們可以順利走在神為他們預備的道路，
也相信天父對他們有美好的帶領。 



 

 

 

 

 

 

  

 

 

 

 

 

 

 

兒童牧區 
感謝神！兒童小組在這兩週的復活節活動有很美好的收穫，孩子們在這當中經

歷了耶穌進城、耶穌走苦路的心路歷程；透過這兩週的活動，孩子們體驗從耶穌進
城時的光榮，到走苦路時的磨難，漸漸體會到耶穌的心腸以及愛眾人的心。 
以下是孩子們在活動中的學習與收穫： 
陳姵彣：我今天體驗了婦女的角色，當婦女看到耶穌背十字架時，知道耶穌要釘十
字架，婦女們哭了很久，但是耶穌有講過他會復活，婦女們好像忘記了；謝謝老師
可以讓我們體驗耶穌背十字架的活動，了解當時耶穌的痛苦，和經歷了好多次的跌
倒，耶穌真的好辛苦哦！耶穌為我們釘十字架，我應該為耶穌傳福音，讓更多人更
認識耶穌！ 
吳劭婕：我今天體驗當耶穌，發現耶穌真的好辛苦，因為雖然石頭路並不痛，但是
要背著十字架一直走一直走，還是很累的；而且士兵一直用棍子打十字架的桿子，
讓桿子一直晃，況且十字架原本就比我高，讓我更難走。耶穌為了我死在十架上，
他很辛苦，但他為了愛我們，仍然堅持不放棄，我很感謝耶穌為我釘在十字架上，
使我的罪得赦免，我可以在生活中也能經常赦免別人，也可以為耶穌去宣教！ 
陳歆樂：我今天體驗當婦女見到曾經教導她們的耶穌，雖然我還沒有真的經歷到那
種氣氛，不過那時候應該是非常悲傷的，我們知道耶穌是為我們的罪死，因他為我
們死我們才可以上天堂與神同在，經歷了這次體驗之後讓我更加感謝耶穌為我所做
的一切，我期許我未來可以更信靠耶穌，做討神喜悅的事情。 
請大家為我們代禱： 
1. 請為我們這禮拜復活節最後一項活動禱告，透過體驗讓孩子了解復活的生命意義， 

以及活出復活得勝的生命！ 
2. 請為我們 04/28的親師座談會禱告，期望有更多的家長能一同參與，求耶穌的智

慧與老師們同在，使老師們在佈達未來兒主異象時能更加明確，也保守我們的活
動能一切盡都順利。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姚鈺珣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朱音/樂心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佩育 李麗群 王鈺菁 

音控 齊廣亞 邱維安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姚鈺珣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朱音/樂心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佩育 蕭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齊廣亞 陳泰銘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4/20.04/21 04/27.04/28 05/04.05/05 

諮委輪值 杜瑞澤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恩賜 門徒 活水 

 

各服事同工請留意服事時間，如時間上無法配合， 

請盡快連絡林岳毅同工，謝謝配合。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44 兒童 27 D0 58 

國中 16 青少年 20 D1 99 

得勝者 60 成人 125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72 D3 10 

樂齡  28 週間小組 124 D4 2 

合計 148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79,470 上週奉獻 186,589 

   上週結存 107,119 

04 月份 
累計支出 

203,641 
04 月份 
累積奉獻 

302,249 

本月結存 98,608 

本年 
累計支出 

1,914,779 
本年 

累計奉獻 
2,230,386 

 經常費累計結存 315,607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