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信息：「有效的溝通」                       雅 01:19-20 

一、溝通「重要性」： 

 

 

 

 

 

 

 

二、溝通「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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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您在與人溝通上是否有障礙? 產生甚麼樣的影響? 

2.請分享基督的信仰如何幫助您與人溝通!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計畫如何利用將來的端午休假，小組舉辦福音活動，或去探訪未信主的家人，建立 

關係，將神的愛祝福出去。 

 2.舊約進度為創世記、新約進度為路加福音，請彼此鼓勵將神的話存記在心裡，經營得 

   勝、豐盛的人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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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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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周青慧 

05/30尹麗香 

06/01毛玫文 

日期 新約 舊約 

05/27（一） 路 11:01-28 創 39 

05/28（二） 路 11:29-54 創 40 

05/29（三） 路 12:01-31 創 41 

05/30（四） 路 12:32-59 創 42 

05/31（五） 路 13:01-17 創 43 

06/01（六） 路 13:18-35 創 44 

06/02（日） 路 14 創 45 

有效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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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26 

  

杜瑞澤 弟兄 

 



     

增添新家人 
    感謝神！垂聽以琳小組溫梅芳姊妹的禱

告，梅芳姐妹雖身體孱弱，但意識仍然清楚，

在探訪團隊與以琳小組姐妹的陪伴下，與丈

夫施養昌、大兒子施正祐一同受洗歸入主的

大家庭，受洗後與在場的弟兄姐妹們一起領

受聖餐！我們也禱告神的大能要繼續醫治梅

芳的身體，神的平安充滿養昌與正祐弟兄。

也讓我們不止息的代禱，一起守望這個家庭。 

時時傳福音 
    端午假期即將來臨！這麼好的假期一定

要把握機會傳福音阿~鼓勵各小組舉辦福音

行動，大力邀請家人、新朋友，透過美好佳

節時刻，傳遞&分享神的愛，讓身邊的親朋好

友們也同樣感受這份美好的愛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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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08/17  

地點：高雄 

報名截止：07/05 

報名請洽同工丞彥、青樺。 

肢體關懷 

◎感謝主！李麗珍牧師進入第八次，也是最後

一次化療。請為著牧師化療後的副作用禱告，

願神挪去手腳痲的情況，身體越發強健，神的

喜樂、平安和盼望常與牧師同在。 

◎求神保守歌頌小組的尹麗香姐妹感染得控

制不再發燒、血糖恢復、化療有效打擊癌細

胞，保守麗香有好的精神以及食慾、睡眠，願

神賞賜智慧給醫療團隊在用藥成為麗香的祝

福和幫助。 

◎奇妙小組陳純芝姐妹將在 06/07 進行第五

次化療，宣告耶和華拉法成為她的力量。 

◎以琳小組溫梅芳姐妹目前因呼吸極不順、生

命徵象指數偏低，插管送加護病房觀察中，求

主賜下祂的平安與梅芳和家人同在，願主使用

梅芳生命，能像一粒麥子，結出許多的子粒。 

◎感謝主！全意小組江南英姐妹身體不舒服

有好轉，為這週能繼續恢復好胃口好的身體狀

態禱告，預備好將要第三次化療所需要身體的

條件，求主賜福保守和預備。 

◎持續為芥菜小組陳錦屏姊妹聽不到聲音的

左耳不再有吵雜聲音的影響，中風得改善代

禱。 

◎雅歌小組郭媽媽的兒子郭繼堂弟兄於

05/14(二)安息主懷，以器官捐贈方式遺愛人

間，安息禮拜將會另行告知，鼓勵肢體一同為

這個家庭禱告，願神的愛放在全家人心中，並

堅固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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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牧區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以賽亞書 54:02 

今年長輩服事團隊正經歷上帝給的祝福:”擴張與堅固”。神透過教會弟兄姊妹

的父母、社區據點關懷、安養中心、食物銀行，神要張大我們的服事，神也樂意擴

張我們的境界。 

過去團隊曾經在許多長輩的陪伴與等候中，有時候會洩氣、挫折，但神是信實

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不是徒勞的，都有神的美意與安排，看到長輩的生命陸續結出

美好的果子，這就是我們團隊最大的喜樂，也激勵我們要殷勤不懈，堅持到底。 

團隊現在更多用禱告來堅固事奉，每一次服事都從禱告開始，與聖靈同工，釘

牢橛子，深深感受到一切的服事都被神強壯起來。願神賜福長輩服事團隊能同心合

意、興旺福音。 

請為長輩團隊代禱: 

1. 請為佑全安養中心服事團隊玉津、本張、梨花姐代禱，願透過他們每星期的探訪， 

神的話語、神的愛翻轉安養中心長輩的心，得著他們的靈魂。  

2. 請在禱告中紀念樂活長輩服務志工-莉莉、秋蘭、靜怡，願她們在服務過程中真實 

領受神的愛，打開心門，接受福音。  

3. 願神賜福給長輩團隊夠用的恩典，在健康體力平安上看顧她們，不讓魔鬼攪擾， 

每次都能按計劃探訪。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洪珮菱 林岳毅 謝易軒 

司琴 丁淑娟 朱音/樂心 鄭雅馨 

司鼓 拔紹閎 拔紹閎 莊迦瀚 

投影 麗群/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維安/泰銘 邱維安 林岳毅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洪珮菱 林岳毅 謝易軒 

司琴 丁淑娟 朱音/樂心 鄭雅馨 

司鼓 拔紹閎 拔紹閎 莊迦瀚 

投影 麗群/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維安/泰銘 邱維安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5/25.05/26 06/01.06/02 06/08.06/09 

諮委輪值 廖清德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曙貳 奇妙 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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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0 58 

國中 16 青少年 22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21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72 D3 10 

樂齡  28 週間小組 100 D4 2 

合計 88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9,464 上週奉獻 85,454 

   上週結存 65,990 

05 月份 
累計支出 

199,950 
05 月份 
累積奉獻 

322,161 

本月結存 122,211 

本年 
累計支出 

2,587,394 
本年 

累計奉獻 
2,758,536 

 經常費累計結存 171,142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