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信息：「父母的挑戰」                           箴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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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自己家庭當中教育自己孩子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2.虔誠的父母教養的孩子也會是虔誠的？參考經文箴 22:06 

異象傳遞禱告：  

1.請鼓勵小組常常見證神的恩典，請利用 3分鐘時間向慕道親友分享，也鼓勵向教會報 

   名來見證神的恩典。 

 2.請動員小組一起為暑假海外短宣隊員禱告，成為他們前方作戰的後援代禱勇士一同守   

   望扶持，透過行動支持短宣事工。。 



20 

 

05/18劉瑋琳 

05/19廖妤甄 

日期 新約 舊約 

05/20（一） 路 07:18-50 創 32 

05/21（二） 路 08:01-25 創 33 

05/22（三） 路 08:26-56 創 34 

05/23（四） 路 09:01-36 創 35 

05/24（五） 路 09:37-62 創 36 

05/25（六） 路 10:01-20 創 37 

05/26（日） 路 10:21-42 創 38 

父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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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9 

  

張文儒 弟兄 

 



     

我有話要說… 

    五月份是「關係月」，讓我們學習表訴對

親朋好友、老師長官、弟兄姐妹的愛與感恩，

藉著崇拜真情告白，邀請肢體把握機會，快快

鼓起勇氣對生命中重要的人表達；這更是邀請

一同來參與的大好機會唷！報名請洽同工岳

毅。 

2019短宣名單 

以下是暑期短宣隊員名單，共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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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1-07/11十一天) 

 ▲日本-岩手：蔡麗君(副領隊) 

服學營 

    服學營要開跑啦！邀請青少年一起用熱

情回應這個冷漠的世代，如果你家中有青少年

不要錯過，如果你就是青少年更是不能錯過這

難得的機會，參加過的還要再來呦～一起去經

歷服務的美好吧！ 

日期：8/12-8/17  

地點：高雄 

報名截止：7/5 

報名請洽同工丞彥、青樺。 

社區誌春季號 

     熱騰騰的社區誌出爐囉！歡迎各位家人

索取，與更多人分享我們在社區的陪伴！ 

肢體關懷 

◎感謝主！李麗珍牧師身體已經有良好的復

原。請為著下週最後第八次化療禱告，願神

賜下好的身體狀態進行療程，並挪去手腳痲

及小腿腫脹的副作用，神的喜樂、平安和盼

望常與牧師同在。 

◎感謝神！歌頌小組的尹麗香姐妹已無發燒

也做完此化療，宣告化療有果效、好的食慾、

好體力、好睡眠且肝臟腎臟功能恢復正常值。 

◎感謝神!奇妙小組陳純芝姐妹已完成第四

次化療且癌症指數從百位數降至個位數，宣

告耶和華拉法成為她的力量。 

◎以琳小組溫梅芳姐妹目前留置鼻胃管補充

營養，願身體能有好的吸收讓足夠的營養成

為身體的幫補，也求主賜下梅芳先生足夠體

力與健康照顧太太和兩個孩子，願神堅固這

個家庭的心且出人意外的平安、喜樂充滿。 

◎為全意小組江南英姐妹的胃口，常覺得胃

不舒服，並因為化療造成部份皮膚的乾癢禱

告，更求主賜好睡眠，好的休養能恢復活力。 

◎芥菜小組陳錦屏姊妹的左耳因聽不到，醫

生檢查為中風，目前服藥治療，願下禮拜ㄧ

回診能有所進步。 

考生加油站 

請肢體記念今年參加考試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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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小提醒 

    五月報稅好時節，提醒家人不要錯過報

稅期間喔!2018 年奉獻收據已開立完畢，請

向各組小組長領取，如有疑問，請洽同工依

馨、雅鈞姐妹。 

 



 

 

 

 

 

 

  

 

 

 

 

 

 

 

兒童牧區 
感謝神，在溫馨的母親佳節裡，兒童生輔班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異象，就是不只

要得著孩子的生命，更要把福音的種子散播給家長，得著每一個家庭。每次一有特

別的活動，我們都會極力邀請家長一同參與，經過幾次的邀約過後，看見家長們開

始願意參與。母親節主日當天，共有三位母親來到我們當中，教會的弟兄姊妹讓家

長們感受到猶如家人一般的溫暖氛圍；在敬拜的水流裡非常地享受與感動；在聚會

過程中，弟兄姊妹的禱告服事也深深觸摸她們的心；會後更有姊妹留下來繼續陪伴

她們，彼此安慰與鼓勵，都讓這些家長們感受到從神而來的愛與溫暖。其中更有一

位家長決志，要相信耶穌！這是何等喜悅的事情，感謝讚美神！ 

 約翰福音 4:35提到「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看見許

多需要的靈魂在我們的身邊，我們是不是已經預備好收割？期盼未來可以看見這些

生輔班的家庭歸向耶穌！ 

請持續為我們代禱： 

1.請為生輔班老師禱告，讓我們有智慧能帶領更多的家庭認識神。 

2.請為主日學老師禱告，我們期望有更多的家長參與服事幼幼班，也讓老師在當中 

  協調時能夠更有智慧。 

3.生輔班將於五月底舉辦六年級畢業生親師座談會，為著幫助國小畢業生能夠順利 

  銜接國中生輔班做預備，求神賜下智慧讓老師和家長能有好的分享與說明。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洪珮菱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丁淑娟 朱音/樂心 

司鼓 林聖恩 莊迦瀚 拔紹閎 

投影 李佩育 麗群/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齊廣亞 維安/泰銘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洪珮菱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丁淑娟 朱音/樂心 

司鼓 林聖恩 莊迦瀚 拔紹閎 

投影 李佩育 麗群/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齊廣亞 維安/泰銘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5/18.05/19 05/25.05/26 06/01.06/02 

諮委輪值 蔡麗君 廖清德 張文儒 

招待服事 加恩 曙貳 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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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0 58 

國中 16 青少年 23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51 D2 28 

真愛  0 合  計 204 D3 10 

樂齡  28 週間小組 117 D4 2 

合計 88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46,077 上週奉獻 101,960 

   上週結存 55,883 

05 月份 
累計支出 

180,486 
05 月份 
累積奉獻 

236,707 

本月結存 56,221 

本年 
累計支出 

2,567,930 
本年 

累計奉獻 
2,673,082 

 經常費累計結存 105,152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