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蒙福之要」                  以弗所書六章 2節 

一、蒙福之要 

․神的誡命 

 

 

․蒙福的誡命 

 

 

二、蒙福之”鑰” 

․要奉養父母 

 

 

 

․要聽從與順從 

 

 

 

․要感謝父母 

五種愛之語: 

肯定的言語 

精心的時刻 

貼心的禮物 

服務的行動 

身體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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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從父母所領受到的祝福與影響。  

2.請分享分享自己與父母愛的語言為何？你將如何向父母表達？ 

異象傳遞禱告：  

1.請小組長佈達門徒之夜的五月份教會事工。 

2.請繼續為新冠肺炎能止息禱告。



19 

 日期 新約 舊約 

 05/11（一） 路 03:23-38 代下 19 

 05/12（二） 路 04:01-30 代下 20 

 05/13（三） 路 04:31-44 代下 21-22 

 05/14（四） 路 05:01-16 代下 23 

 05/15（五） 路 05:17-39 代下 24 

 05/16（六） 路 06:01-26 代下 25 

 05/17（日） 路 06:27-49 代下 26-27 

蒙福之要 黃秀月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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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0 



  

溫馨五月情 

 母親節快樂！祝福母親們每天都滿有 神

的平安與喜樂！ 

讓這感恩與感謝行動不只是在母親節而

已，而是常常用實際的行動來表達，對家人

的愛與感恩，鼓勵肢體用三分鐘的見證，將

心中的感謝勇敢的說出來，請不錯過任何可

以表逹的機會哦，報名請洽同工。   

社區報 

新的一期社區報出版囉！鼓勵家人使用 

社區報連結關係，分享給親朋好友、鄰舍，

讓人看見美好的見證，一起支持社區的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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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6-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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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服事 
 感謝各位弟兄姊妹的熱情擺上，在招待服

事中總能感受到重慶家人的溫暖歡迎！由

於新冠病毒疫情，防疫期間各小組招待服事

暫停，謝謝大家盡心盡力的事奉。 

五月報稅好時節 
 今年教會的奉獻上傳國稅局，但由於人為

疏失導致部分奉獻金額遺漏，故補開收據並

已放置小組格子中，煩請小組長代為轉交，

在此獻上無限的歉意。如有疑問請洽同工依

馨、雅鈞姊妹。貼心提醒，今年報稅截止日

為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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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不鬆懈，禱告不間斷 

 感謝主，台灣新冠病毒疫情近日趨緩，請

家人們仍持續保持警覺。貼心提醒在防疫期

間要親近神、多透過社群軟體關心肢體，讓

我們在防疫期間堅持活出彼此相愛的生命！ 

 持續為世界各地禱告，在疫情重創之後，

帶來許多國家的社會、商業及經濟損失慘

重，更有許多人民面臨失業，而家庭的生計

受到影響。現在各國政府陸續因疫情趨緩而

逐漸復甦經濟，求主幫助各地政府能夠有好

的決策，也使人們在經濟動盪中，調整自己、

以新的眼光找到新的出路。 

肢體關懷 

◎為法包宣教士 Lily 罹癌第三期在台治

療，手術成功感恩，繼續為術後身體的恢復

和後續的療程禱告。 

也記念 JOSEPH照顧太太和爸爸，求主祝福他

時常需要四處奔波，有充足的體力及心中有

喜樂有力量。 

並為他們的寶寶可以健康喜樂的成長，全家

人一起經歷神的平安，都有神的保守及看顧

禱告。 

◎請為曙舞小組 Penny 的爸爸吳春紫禱告，

感謝主，吳爸爸已由加護病房轉至急重症普

通病房，願主讓吳爸爸可以順利進食，並醫

治左下肺浸潤的情況，使呼吸能夠順暢。 

◎為明昌弟兄的口腔潰瘍獻上感恩，已經完

全復原好了，謝謝肢體代禱與。現正在署立

醫院正進行第十一次化療，求主憐憫減輕副

作用，並賜大能對症藥物醫治明昌，並讓營

養都能攝取正常。經歷神與他同在。 

◎感謝主！歷經 14天的住院治療，全意小組

鄭楊淑珠姐妹肺炎得著痊癒。目前針對肺腺

癌的部分，重新恢復化療藥物治療。願主親

自帶領，更多見證主恩滿溢 



 

 

 

 

 

 

 

 

  

 

 

 

 

 

青少年牧區 

弟兄姊妹 平安： 

時至五月，天氣漸漸熱了起來，而國中三年級及高職三年級的學子們也在面臨他們人

生中的大考，各位家人的代禱及鼓勵成為他們極大的後盾。其中第一次在教會經歷重要

考試的學生們更是感謝教會所給予的關心，這是他們之前沒有感受過的溫暖。 

而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們，目前北部有 7 位，雖然有些距離，因門訓及小組的關係，

仍與之保持聯繫，利用網路的方式門訓及代禱，讓這些大學生既使在外地讀書，也依然

與屬靈的家有所連結。最近有位大學生的家庭出現狀況，我們雖不能及時的在身邊陪伴，

但依然能透過網路，關心他為他禱告，與他一起來到神的面前一起尋求未來的方向，甚

至有需要，我們都隨時預備出發到北部進行陪伴及幫助。感謝神讓我們持續透過科技，

跨越地域持續守望這群在外地的青年。 

五月的另一個重頭戲就是母親節，在這次的節慶，青少年牧區預備讓青少年不只是慶

祝節日，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尊榮媽媽，與媽媽有美好的互動。所以我們預備了一張任

務卡上有愛的行動，希望透過這張任務卡，讓青少年可以在生活中與家人有好的關係，

學會服事自己的家人。很期待青少年在家中實行後，家中的氣氛會更加的融洽，學習彼

此相愛，讓神的愛，湧流在家中，讓家成為一個見證與分享的地方。 

請家人為我們禱告： 

1. 為母親節的愛的行動來禱告，讓青少年自發性的落實在未來的生活中。 

2.為在外地讀書的青少年禱告，能穩定地與屬靈的家有連結，能夠一起奔跑天路。 

3.為 5/17-5/18的國中會考考生禱告，有從神而來的保守與信心與他們同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5/09-10 05/16-17 05/23-24 

領會 林岳毅 洪佩菱 李冠勳 

配唱 麗香/冠勳 士偉/立凱 文儒/惠美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汪佩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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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9-10 05/16-17 05/23-24 

諮委輪值 廖清德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暫停 暫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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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D1 99 

得勝者 61 成 人 73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22 D3 10 

樂 齡 0 週間小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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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6  上週奉獻 98,756 

上週結存 –42,240   

05 月份 

累計支出 
140,996 

05 月份 

累積奉獻 
98,756  

本月結存 –42,240   

本年 

累計支出 
2,356,680 

本年 

累計奉獻 
2,513,906 

經常費累計結存 157,226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