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世俗與成聖」                 馬太福音 26：6-13 

一、「趁」：時間的投資 

 

 

 

 

 

 

 

二、「枉費」：金錢的投資 

 

 

 

 

 

 

 

三、「美事」：人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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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將香膏澆灌在耶穌頭上的這女人給你怎樣的省思？ 
2. 請分享面對這嚴峻的新冠肺炎，「世俗與成聖」我們會有如何的區別生活？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鼓勵小組一起參加 4 月 10 日晚上 7:30-9:00「耶穌受難禱告」的影音聚會，自卑

禱告尋求主的面，求主的醫治臨到全地，帶給全人類信心、盼望與愛！ 
2. 請鼓勵小組及組員參與 4 月 11 日或 12 日的復活主日崇拜，（可參與現場直播），同

時，也可錄製 3 分鐘的見證在這段時間所經歷神的恩典交予教會，讓我們陸續在主
日播放，見證榮耀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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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4/06（一） 可 01:01-28 代上 07 

 04/07（二） 可 01:29-45 代上 08 

 04/08（三） 可 02 代上 09 

 04/09（四） 可 03:01-19 代上 10 

 04/10（五） 可 03:20-35 代上 11 

 04/11（六） 可 04:01-20 代上 12 

 04/12（日） 可 04:21-41 代上 13 

世俗與成聖 李麗珍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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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5 



  

受難週-每日思想主 
 鼓勵肢體藉馬可福音進入耶穌受難旅

程，思想我們的生命如何與耶穌同背十字

架，同走苦路，與主同死、同復活，成為新

造的人，活出健康、更新的生命。 

4/05(日) 耶穌騎驢駒進耶路撒冷城 

默想：我能否願像小驢駒為主使用！ 

4/06(一) 耶穌潔淨聖殿 

默想：省察耶穌和自己的關係。 

4/07(二) 耶穌教導了有關饒恕的功課 

默想：我是否學會了饒恕人、與神和好？ 

4/08(三) 耶穌受膏抹與被出賣 

默想：儆醒思量自己的判斷是否討神喜悅。 

4/09(四)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默想：我是否願順服主旨意，勝於軟弱？ 

4/10(五) 耶穌被捕，受難和釘十字架。 

默想：耶穌為我釘在十架上，要感謝並領受。 

4/11(六) 耶穌埋在墳墓裡。 

默想：要休息，要知道耶和華是我的神。 

4/12(日) 墳墓已空，耶穌復活。 

默想：在基督裡，舊事已過，成為新造的人。 

復活節聚會 
◆[受難節紀念] 

 鼓勵肢體們一同紀念受難節耶穌的死，我
們自卑禱告尋求主的面，透過紀念耶穌受
難，也求主的醫治臨到全地，帶給全人類信
心、盼望與愛！  
 時間：4/10(五)晚上 7:30-9:00 
 方式：觀賞「耶穌受難禱告」的影音聚會 
◆[復活節主日] 

 透過生命真實的見證，見證與神的奇妙恩

典，一同彼此激勵，見證榮耀神的恩典、活

出基督復活的生命！ 

 時間：4/11(六)及 4/12(日)的主日時間 

 地點：教會二樓現場聚會或臉書直播 

◆ [耶穌的奇妙旅程] 青少年聚會 

 身為熱血沸騰的青少年，在復活節這天，

我們一起感受耶穌的復活，一起活出耶穌的

使命！ 

 時間：4/12(日)10:00-12:00 

 地點：教會五樓 

同心防疫 
  正值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期
間，貼心提醒
家人們注意防
疫措施外，要
多讀神的話、
多禱告、多唱
詩激勵自己、
透過社群軟體
關心肢體哦！防疫期間，關心不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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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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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球禱告 
▲全球各地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節節攀升；

據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4/3)表示，全

球累計 990,338例確診，分布於 181個國家/

地區，病例中 51,215例死亡。求神親自安慰

死者的家屬，也止息因疫情而產生的恐慌，

也讓各國的醫療物資及人員能夠充足，讓人

們都能受到足夠的醫療照顧。 

▲為中東地區情勢禱告。 

△長期以來，中東地區戰火連天，敘利亞自

2011 年開始、葉門自 2015 年至今仍戰火連

連，近來因疫情越趨緊張，聯合國強力呼籲

各方人馬停火以共同面對疫情，日前沙烏地

阿拉伯有意共同調停葉門戰火已略為見效。 

△三月初開始，美軍逐漸撤離阿富汗及伊拉

克的基地，將軍事主權交還該國政府。 

求主幫助中東地區，使中東地區的局勢穩

定，在諸多變動中，使各國政府能夠有智慧

和能力以治理各地區。 



 

 

 

 

 

 

 

 

  

 

 

 
 

 

牧者的話 

親愛的家人常在神的同在裡得享平安： 
  當全球在面對新冠肺炎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情緒，叫做「恐懼」，

然而「疫情是真的，確實是人類沒有遇到過的，不能等閒視之；恐懼是真的，
但是我們不能被恐懼打敗！」「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
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馬太福音 10:28提到，我們的
戰場是在心思意念、在靈魂裡面，不要怕他們！讓我們的心在神懷裡安靜下
來、得著安息！在這種疫情之下，會焦慮擔心是很正常的。上帝容許我們焦慮
擔心，就是要將我們從可能的災害中救出來，保護我們不受傷害。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
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馬書 8:35-39節 

  口罩是用來隔絕環境中的病毒，並不是要隔絕我們與人的關係。戴上口
罩雖然看不到彼此的表情，一個眼神、言語與肢體動作仍然可以彼此傳遞愛、
關心與問候。然而，在口罩裡面，是神與我們罩在一起，沒有任何事物能夠使
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面對這嚴峻的疫情，藉此調整我們的生活作息，讓生活維持規律性，也
藉此改掉一些不好習慣，更有時間與家人相處，與孩子建立從神的話帶出生命
的保障；騰出更多時間禱告；教會也開始主日直播，全家在一起敬拜，小組也
可以利用視訊聚會（多一個選項），也鼓勵肢體最近所經歷的見證可以錄製寄
給教會，讓眾肢體一起感恩，也能成為傳福音的工具，叫許多人因我們經歷賜
平安的神！ 

 疫情限制我們的行動，但我們靠著神可以用諸般的智慧繼續活出愛、活出
生命的得勝！一起靠主得力、得勝！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4/04.04/05 04/11.04/12 04/18.04/19 

領會 林岳毅 林岳毅 廖立凱 

配唱 意文/蕎安/偉呈 麗香/禎國 士偉/珮菱 

司琴 朱音 佩錚/鍵冲 淑娟/迦瀚 

司鼓 拔紹閎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鈺菁/青慧 李麗群 林春貞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4/04.04/05 04/11.04/12 04/18.04/19 

諮委輪值 陳燕昌 張文儒 汪佩錚 

招待服事 歌頌小組 以琳小組 曙貳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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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服事同工請留意服事時間，如時間上無法配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 小 31 兒 童 15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18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60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93 D3 10 

樂 齡 0 週間小組 94 D4 2 

合 計 51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60,015  上週奉獻 101,615 

上週結存 41,600   

03 月份 

累計支出 
557,106 

03 月份 

累積奉獻 
541,003  

本月結存 -16,103   

本年 

累計支出 
1,686,434 

本年 

累計奉獻 
1,893,281 

經常費累計結存 206,847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