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更新與蛻變」                       羅 12:2 

一、順服聖靈的呼召 

 

 

 

 

 

二、屬神的智慧 

 

 

 

 

 

三、定睛在耶穌身上 

 

 

 

 

 

四、研讀背誦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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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阻礙受洗的人來教會繼續聚會？ 
2. 請分享在自己現在的生命中，有沒有哪些需要更新的？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舉起聖潔的手不止息地為臨到全球各地的新冠狀病毒以及不斷蔓延的蝗災禱告，這
些危及人類的健康以及糧食的短缺，都提醒我們當如何警醒度日，預備末後的日子。 

2. 請紀念肢體身心靈都健康，門訓緊密同行，回應主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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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3/30（一） 太 25:31-46 代上 01:28-54 

03/31（二） 太 26:01-30 代上 02 

04/01（三） 太 26:31-56 代上 03 

04/02（四） 太 26:57-75 代上 04 

04/03（五） 太 27:01-31 代上 05 

04/04（六） 太 27:32-66 代上 06:01-48 

04/05（日） 太 28 代上 06:49-81 

更新與蛻變 張文儒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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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舞、活水、願意、晨光、豐盛、全意  

◼ 週四：雅歌、雅鈞                          

週五：以琳、曙壹、奇妙、曙貳              

週六：門徒、凱瑞、大專                    

2020.03.29 



  

舉手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求主憐憫臨到全世界，讓
疫情不再消化人心，讓全世界的政府一起合
作，使缺乏醫療資源的國家地區，有足夠的
醫療資源。也求主保守第一線醫療人員及他
們的家人身體健康、使他們有健壯的身體。
也讓所有的基督徒能夠起來，成為社區及身
邊的人的幫助。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求，阿
們！ 

同心防疫 
 為降低民眾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風
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會將配
合並落實以下防護措施： 
1. 請患有氣喘等慢性疾病者，應避免參加

聚會；患有呼吸道症狀及發燒者，應在
家休養不宜聚會。 

2. 進教會聚會前，請家人配合量體溫、手
部酒精消毒以及報到系統登記。 

3. 在教會聚會過程及聚會前後的交誼時間
中，請家人們盡可能全程戴口罩並保持
一定距離說話(1公尺以上)。 

4. 崇拜聚會時，建議每人間隔一個座位
坐，以保持距離。(以叉叉標記做提醒) 

5. 教會環境(含地板、桌椅、門板、扶手等)
已用稀釋漂白水清潔擦拭；體溫測量以
額溫槍做測量。 

6. 疫情期間的會後交誼時間，將暫停咖啡
點心供應，鼓勵家人們自備杯子，但教
會仍持續提供已清潔、煮沸消毒過的杯
子。 

7. 請家人們日常務必勤洗手、維持良好衛
生習慣、出入人多的公眾場合請戴口
罩，以降低感染風險。 

8. 主日聚會時將同步進行視訊直播，歡迎
無法前來聚會的弟兄姊妹們透過觀看臉
書直播參與聚會；雖透過視訊，但神也
在其中，讓我們保持一樣專注的態度來
到神面前，尋求神、敬拜神。 

教會奉獻資訊-ATM轉帳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宣道會 

   西台中教會 

帳號：012-004-000-38256 

   (永豐銀行 807北台中分行) 

如有匯款，請於匯款後回報匯款帳號末五碼

給同工依馨姊妹，謝謝。 

復活節專刊 
  疫情持續發燒，人心越加不安，2020年宇
宙光復活節專刊，為憂懼的心靈提供充滿主
復活大能的平安、力量、盼望！鼓勵弟兄姊
妹運用，傳揚福音。每本售價 100 元，欲購
請洽依馨姊妹。 

肢體關懷 
◎請為法包宣教士 Lily 罹癌第三期在台治
療禱告，感謝主目前已經做完所有化療，將
在下週回診後評估是否繼續進行手術及放
療，求主憐憫醫治 Lily，為她預備合適的醫
療方法，使她能夠在治療過後完全康復。 
◎請為全意小組鄭楊淑珠姐妹肺腺癌代
禱，感謝主施行醫治大能，白血球、癌症指
數皆有進步，左右兩邊腫瘤亦有縮小。懇求
主繼續帶領前方道路，更多經歷主！ 
◎請為林滿足姊妹禱告，宣告神的應許永遠
堅立，求主照著應許因耶穌受的鞭傷使她得
著醫治，除去她化療的副作用，挪去小腿酸
痛與腳底疼痛不適，保守滿足姊妹好的免疫
力能順利進行放療，讓她在患難中也能經歷
神的豐盛，驚訝神奇妙賜她平安的能力。 
◎請為全意小組林錦雯姊妹的母親罹患罕
見疾病視神經脊椎炎禱告，目前正在進行下
半身復健，求主賜下體力使林媽媽復健順利
及眼睛視力穩定。 
◎請為呂明昌弟兄罹大腸癌得醫治禱告，感
謝主！已順利完成第 6次化療。求主醫治明
昌弟兄，使其癌細胞死亡，並在持續的化療
及放療中產生的乾嘔症狀能減輕、不脹氣，
求主掌權祝福他。 
◎請為活水小組李志文弟兄、豐盛小組李麗
群姊妹的母親李楊蘭姊妹罹患骨癌禱告，求
主醫治，也求神賜下夠用的體力使她能完成
剩下的療程。願神的愛挪走負面謊言，神的
盼望喜樂充滿。 
◎請為活水小組陳燕昌弟兄的女兒維晶、外
孫瀚寶及灝克禱告，母子 3 人自 3/27 從台
中出發、3/28飛往上海浦東，再由當地政府
安排至蘇州飯店隔離 14 天，求主保守所到
之處一切平安，也賜給維晶夠用的恩典和體
力面對這一切的檢疫與隔離，願神賜下奇妙
的帶領與他們同在。 



 

 

 

 

 

 

 

 

  

 

 

 
 

 

 

 

謝謝你！新型冠狀病毒。 

謝謝你，新型冠狀病毒。 
謝謝你將我們搖醒、指引我們，我們需要依賴比我們認知還要大的東西。 
謝謝你讓我們去感恩有富足的生活、豐富的產品、自由、健康，過去我們

竟然以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謝謝你，讓我們停下來，讓我們看見自己如何迷失在「忙碌中」，而沒有花

時間去做最基本的事！謝謝你允許我們把原以為很重要的事情放一邊，讓我們
看到關係的相處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你，讓交通停止了。過去的日子，地球在請求我們好好地看待汙染問
題，但我們並沒有聽到它的請求。還有全球多年來的疾病──壓力，是大多數
人不想面對的問題，感謝所有的恐懼，讓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去面對壓力的問
題，使我們學會了如何用愛去擁抱他，並且在社群中支持他。謝謝你讓我們重
新去評估我們的生命。 

謝謝你，我們終於明白，其實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相連在一起的，謝謝你
讓大家團結。我們知道這世界需要改變，謝謝你幫助我們破壞一切，然後給我
們機會去建立這個世界，一個重回起初的世界。 

這個病毒無形中已將我們連結在一起，我們自己可以選擇要用什麼角度去
看它，讓我們以感恩的行動、儆醒的心和不同以往的角度去看事情，一切將不
再一樣。 

這個世界正在改變，此時此刻。 
願神的愛在我們當中，使我們可以去愛！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林岳毅 

司琴 佩錚/迦瀚 朱音 佩錚/鍵冲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江青樺 鈺菁/青慧 李麗群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林岳毅 

司琴 佩錚/迦瀚 朱音 佩錚/鍵冲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江青樺 鈺菁/青慧 李麗群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3/28.03/29 04/04.04/05 04/11.04/12 

諮委輪值 杜瑞澤 陳燕昌 張文儒 

招待服事 雅歌 歌頌 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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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兒童 22 D0 57 

國中 20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62 成人 75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13 D3 10 

樂齡 0 週間小組 78 D4 2 

合計 113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3,406  上週奉獻 77,036 

上週結存 73,630   

03 月份 

累計支出 
497,091 

03 月份 

累積奉獻 
439,388  

本月結存 -57,703   

本年 

累計支出 
1,626,419 

本年 

累計奉獻 
1,791,666 

經常費累計結存 165,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