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成功與得勝」           聖經挖寶趣：馬可福音 02:01-12 

一、成功哲學： 

․賺得全世界：可 8:36 

 

 

 

 

․爭勝淘汰制： 

 

 

 

二、復活得勝： 

․生命的釋放： 

 

 

 

 

․ 生命的連結： 

 

 

 

․ 生命的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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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哲學」對你的影響？ 
2.請分享耶穌復活的得勝對我們的省思與激勵！ 

異象傳遞禱告：  
1.請不斷舉起聖潔的手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得以早日止息禱告：為全世界百姓得平安，各 
  國政府有效控制的政策，全世界醫療團隊早日發現有效疫苗，人與人之間互相打氣挪 
  除隔離的懼怕。 
2.請彼此關心組員的生活，互相代禱，互相激勵，落實「健康，門訓，宣教」的屬靈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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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4/13（一） 可 05:01-20 代上 14 

 04/14（二） 可 05:21-43 代上 15 

 04/15（三） 可 06:01-29 代上 16 

 04/16（四） 可 06:30-56 代上 17 

 04/17（五） 可 07:01-23 代上 18 

 04/18（六） 可 07:24-37 代上 19 

 04/19（日） 可 08:01-21 代上 20 

成功與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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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2 



  

復活再思 

復活節是紀念耶穌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

的時刻，讓我們再次思想，是甚麼樣的愛，讓

一個人願意失去生命而救贖我們的生命？是甚

麼樣的愛，犧牲自己的生命，就為了讓我們回

到父神的懷抱。 

是這偉大的愛，感動了我們願意持續跟隨祂，

回應這份愛！今天讓我們再次安靜自己，再次

思想這十字架的愛，學習天天背起自己的十

架，緊緊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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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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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 

◎感謝神保守及各位家人的代禱，活水小組
陳燕昌弟兄的女兒維晶、外孫承瀚及承灝核
酸採檢結果陰性，於 04/11(六)上午順利出
關回到蘇州的家中。 

◎感謝神!曙壹小組林頌慈姊妹於 04/05(日)
順利生產，母子均安，歡迎林煦樂小朋友加
入主愛大家庭！ 

◎感謝主！上週順利拆除活水小組張惠美姊
妹父母家中的偶像，並帶領其妹妹慧萍決志
禱告，讓基督成為張昭南弟兄一家之主，將
榮耀歸與神！ 
◎請為法包宣教士 Lily 罹癌第三期在台治
療禱告，04/13(一)住院手術，宣告一切主
掌權，在當中有平安、喜樂；並術後康復完
全。  
◎感謝神！全意小組鄭楊淑珠姐妹口腔感
染得醫治，繼續為肺腺癌所帶下的副作用代
禱，求神醫治痔瘡疼痛，喜樂的靈充滿淑珠
姐全人全心靠主剛強，定睛仰望耶穌。有主
而來的眼光，看見主所賞賜夠用的恩典；並
且能將祝福帶給需要的人，為主做美好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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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去小腿酸痛與腳底疼痛不適，保
守滿足姊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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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上半身最近
常有勒緊疼痛感，導致喘不過氣來，下午伴
隨著頭痛，求主減緩林媽媽身體的疼痛及呼
吸的順暢。 
◎感謝主!呂明昌弟兄第八次化療一切平安
順利，繼續為整個腸胃脹氣，消化吸收順暢
禱告，求主賜恩典幫助明昌，挪去難處，賜
醫治的大能在明昌的身，心，靈盡都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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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醫治減緩骨頭內被侵蝕的疼痛；願神的愛
挪走負面謊言，神的盼望喜樂充滿。 



 

 

 

 

 

 

 

 

  

 

 

 
 

 

青少年牧區 
弟兄姊妹平安： 

在疫情期間，青少年的門訓依然在進行，而在門訓中我們也一起經歷耶穌奇妙
帶領。 

阿睿正在預備暑假的國家考試，而他心裡充滿著謊言，一直告訴他考不上，但
在情緒醫治後，阿睿清楚的聽到耶穌對他說話，他的心裡的重擔立即放下，也聽見
耶穌對他說，要將時間跟空間留給祂。使這名青少年願意花時間好好的靈修禱告。
阿睿真的明白耶穌是又真又活的神！ 

而小閎在身體不舒服，讓店家刮痧時，分享他的信仰，意外得知對方也是基督
徒後，小閎便對他分享歷奇營，對方便留他下來吃晚餐。這都讓小閎感受到耶穌都
有美好的帶領跟供應，而獻上感謝！ 

感謝主，有許多美好聖靈的帶領在其中，青少年牧區也期盼能有更多的青少年
在他們的生活中也能經歷耶穌。因此在復活節時，青少年牧區預備讓每個青年透過
活動體驗耶穌的受難，耶穌的死及至最後的復活。盼望在過程中，能讓青少年去思
想耶穌所經歷的，更挑戰年輕人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主，效法耶穌的榜樣，在生活中、
在關係中學習捨己，努力活出耶穌復活的生命。求聖靈帶領我們，在群體中彼此敦
促，互相鼓勵。 

青少年牧區期盼興起下一代，一起跟隨耶穌作門徒。弟兄姊妹們，邀請您，投
入門徒運動的行列，共同參與門訓人的事奉，讓我們同奔天路，缺你不可，捨我其
誰！ 
邀請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 
1.讓青少年復活節主日能夠順利，青少年能夠真實思想耶穌的復活與自身的關係。 
2.讓青少年輔導、小組長、門訓者能夠有智慧跟進活動後青少年的行動，讓耶穌的 
  復活真實活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3.也為我們接觸到許多社區的國中生，讓耶穌的救恩可以進到他們心中，一起跟隨 
  耶穌。 
4.北部校園出現群聚感染，為在北部讀書的七位大學生禱告，讓他們心裡不驚慌， 
  靠主有平安，也能確實做好防疫措施。 
5.求主幫助在中部讀書的 7位大學生能夠互相扶持，將關係建立在耶穌的愛中，同 
  奔天路，成為其他年輕人的祝福。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4/11.04/12 04/18.04/19 04/25.04/26 

領會 林岳毅 廖立凱 姚鈺珣 

配唱 麗香/禎國 士偉/珮菱 文儒/冠勳/惠美 

司琴 佩錚/鍵冲 淑娟/迦瀚 佩錚/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李麗群 林春貞 蕭鈺慈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陳泰銘 

 

項目/日期 04/11.04/12 04/18.04/19 04/25.04/26 

諮委輪值 張文儒 汪佩錚 杜瑞澤 

招待服事 以琳小組 曙貳小組 門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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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84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17 D3 10 

樂 齡 0 週間小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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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29  上週奉獻 158,270 

上週結存 31,241   

04 月份 

累計支出 
127,029 

04 月份 

累積奉獻 
158,270  

本月結存 31,241   

本年 

累計支出 
1,813,463 

本年 

累計奉獻 
2,051,551 

經常費累計結存 238,088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