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承擔與拒絕」                    代上 21:17 

一、承擔責任                        可 8:31-34 

 

1、承認自己的愚眛 

 

 

 

2、結果在神手中 

 

 

 

二、拒絶討好 

 

1、做耶穌所做的 

 

 

 

2、承擔耶穌給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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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為主的緣故，學習拒絶的經驗。 

2.神曾經在哪些事情上呼召你跟隨祂？你現在仍持續回應祂的呼召嗎？一起禱告求主繼

續帶領我們，去承擔祂給每一個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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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糧食危機得以止息，各國政府有效控制的政策，全世界醫療團隊早日發現有效的醫

療方法，人與人之間互相打氣挪除隔離的懼怕。 

2.請彼此關心組員生活，互相代禱、彼此激勵，落實「健康、門訓、宣教」的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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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4/27（一） 可 12:28-44 代上 28 

 04/28（二） 可 13 代上 29 

 04/29（三） 可 14:01-26 代下 01-02 

 04/30（四） 可 14:27-52 代下 03-04 

 05/01（五） 可 14:53-72 代下 05 

 05/02（六） 可 15:01-20 代下 06 

 05/03（日） 可 15:21-47 代下 07-08 

承擔與拒絕 吳榮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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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26 



  

防疫不鬆懈 
 感謝主，台灣新冠病毒疫情近日有趨緩現

象，但仍需保持警覺、注意自身防疫措施。 

貼心提醒家人們，在防疫期間要記得多讀

神的話、多禱告、多唱詩激勵自己、透過社

群軟體關心肢體，讓我們在防疫期間更多活

出彼此相愛的生命！ 

溫馨五月情 
 母親節快到囉！鼓勵家人邀請辛苦的媽

媽一起來參加 5/9-10 母親節慶典崇拜，領

受基督的愛，並在基督裡得著釋放重新得

力。也鼓勵家人利用母親節創意祝福，不論

是透過卡片或是實際行動，讓我們一起來表

達對媽媽心中的感謝吧！ 

不做宣教士，就做宣教事 
 好好吃的腰果終於要來了！每次到貨就

立刻搶購一空，現在開放預購囉！不只美味

營養，又可以幫助柬埔寨宣教工場。 

訂購資訊： 

每包重量 220g 

<帶皮鹽味腰果> 180元 

<原味腰果> 220元  

預購到 5/5截止，5/10出貨，欲訂購請找雅

鈞姊妹。 

考生加油站 
 請肢體記念今年參加考試的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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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2-05/03統測（高職升科大）： 

 簡璁寅、賴德馨。 

▲05/16-05/17會考（國中升高中）： 

 李承澤、邱柏睿、薛凱云、陳竣傑、許睿

庭、鄭明新、林育如、蔡志謙、陳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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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小組胡迦恩姊妹於 4/19(日)

生產，過程中發生嬰兒的手部及呼吸道問

題，4/23(四)已順利轉出加護病房，手部也

無大礙可慢慢恢復，呼吸也改善許多了。寶

寶恢復狀況良好，觀察幾天沒問題即可出

院，再次向神獻上感恩，也歡迎胡予晨小朋

友加入主愛大家庭！ 

◎請為門徒小組的少文夫妻禱告。靜芳姊妹

於 4/24凌晨順利生產，但因產後大出血，再

次進手術室，感謝主，已手術完成恢復中。

為靜芳姊妹禱告能有良好的休息與恢復，也

求主保守少文弟兄，在照顧太太過程中，能

有夠用的體力以及喜樂充滿他們全家。 

◎請為曙舞小組 Penny 的爸爸吳春紫禱告，

上週日 4/19因進食嗆到引發肺炎而進入呼吸

加護病房接受治療，4/24 週五接受胃鏡檢查

時，發現胃裡有一顆異物，已做切片等候檢

查報告，願檢查一切平安，也願神醫治吳爸

爸的肺炎，並讓吳爸爸有自主咳痰的力氣。 

◎請為全意小組鄭楊淑珠姊妹禱告。4/16 因

高燒不退而住院治療， 4/20開始加打類固醇

後，發燒的狀況較為穩定，感謝主！現在鄭

媽媽可以自己慢慢進食、精神也比較佳了，

胸部 X 光顯示左右肺仍有積痰，腫瘤的部份

將視情況決定於住院期間施打化療。請持續

為鄭媽媽住院期間有喜樂的心禱告，也求主

給家人們有夠用的體力同心照顧鄭媽媽。 

◎請為法包宣教士 Lily罹癌第三期在台治療

禱告，日前手術順利完成，等待身體狀況復

原之後，要再進一步安排治療的方向，求主

醫治 Lily的身體，也繼續以慈愛的雙手托住

她們全家。 

◎請為林滿足姊妹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祈求，挪除滿足姊妹化療與放療副作用的

不適，保守她的免疫功能、放療照射部位組

織健康、有充足的營養與睡眠以及腸道順

暢；主耶穌復活的能力、慈愛與平安釋放到

滿足姊妹的身心靈。 

◎請為呂明昌弟兄的口腔潰瘍禱告，讓癌症

化療的副作用減輕，求主恩典醫治他、使他

營養也能攝取正常。 



 

 

 

 

 

 

 

 

  

 

 

 
 

 

長輩牧區 

弟兄姊妹，平安！ 

新冠肺炎好似困住了世界。疫情蔓延全球，許多國家為了防堵疫情擴散、

避免群聚感染風險，紛紛祭出鎖國、封城及管制等防疫政策，規定的社交距離，

間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與隔閡。 

長輩們因為年紀大相對身體軟弱，因此大多選擇宅在家中足不出戶。隨著

日子一天天過去，疫情仍看不到終點，長輩們或有受困之苦，也有莫名的擔憂

害怕，他們需要主、需要真平安。 

感謝主，我們有主耶穌這個寶貝在我們瓦器裡，雖然環境看起來使人失望 

但我們因主而有喜樂盼望。長輩服事的同工們安排固定時間，主動關懷探望教

會據點長輩們，將主耶穌的慈愛、信心、盼望持續分享給長輩們，使他們常常

思想起主耶穌，不再孤寂而真實經歷主的同在。也鼓勵長輩渴慕神的話語，固

定靈修禱告，建立與神美好的關係，讓疫情轉化成祝福。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

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林後 4:7-8 

請為長輩禱告： 

宣告耶和華是憐憫、恩典和有豐盛慈愛的主，在長輩感到孤寂不安的時候，

讓他們知道有一位愛他們的神，永遠與他們每一個人同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4/25-26 05/02-03 05/09-10 

領會 姚鈺珣 林岳毅 林岳毅 

配唱 文儒/惠美 意文/蕎安 賴麗香 

司琴 佩錚/冠勳 
冠勳/樂心/ 

偉呈/迦瀚 
汪佩錚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林春貞 鈺菁/青慧 李麗群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4/25-26 05/02-03 05/09-10 

諮委輪值 杜瑞澤 蔡麗君 廖清德 

招待服事 門徒小組 恩賜小組 曙壹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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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兒 童 24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12 D1 99 

得勝者 61 成 人 85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21 D3 10 

樂 齡 0 週間小組 96 D4 2 

合 計 114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345,104  上週奉獻 104,790 

上週結存 - 240,314   

04 月份 

累計支出 
497,133 

04 月份 

累積奉獻 
391,010  

本月結存 - 106,123   

本年 

累計支出 
2,183,567 

本年 

累計奉獻 
2,284,291 

經常費累計結存 100,724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