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30 讚美禱告小組
(四)14:00 飛鷹小組(姊妹會)

關心教會事工
一.歡迎初次光臨本教會參加崇拜的朋友及弟兄姊妹，願主賜福您和家人。
二.主日愛宴後 1：00～2：00 有教牧同工會，請執事、小組長、學青輔導、
兒主老師一同出席，會後有元月份執事同工會。
三.樂齡花博一日遊，教會的樂齡小組＆湖水岸及成吉思汗社區為優先，費用
250 元(含當天晚餐)，目前尚有幾個名額，開放給年齡超過 55 歲的長者，
費用交給韻明，當天早上 6:20 教會集合，6:30 出發，65 歲長輩請一定攜
帶身分證、健保卡，並帶禦寒外套、帽子、雨傘，以及舒適好走的鞋；
當天早餐及中餐自理(中餐於花博裡面有多樣選擇)，並自備水(壺)，晚上
教會會於回程中一起用晚餐後再回家，預定回到台中的時間約八點。
四.下週青崇＆主日邀請到浸信會神學院蔡瑞益院長分享信息，歡迎邀請朋
友參加。
五.2011 學青寒假退修會預定於 2/8-10（二～四）舉辦，歡迎小六以上同學報
名，地點：墾丁，費用：每人 1000 元，意者請洽陳佳平姊妹。
六.下週六(1/15)有得勝者義工訓練，免報名費，時間為上午九點~下午五點，
地點於水湳長老教會，報名請洽吳傳道。

新的一年願神擴張活水帳幕代禱：
1.求主帶領建堂小組不論看地、籌款都有合一的思想、活潑的創意，明白
神的心意。
2.九位建堂委員：許文要、許振隆、陸維樑、莊士德、張慎言五位弟兄及
陳敏麗、施孟芳、王雲、林秀慧四位姐妹。
3.目前建堂奉獻計$5,484,406.00，離計畫的$13,000,000，尚有 7,515,594。
上週奉獻收入 金額
大堂
2,200 元
什一
51,500 元
感恩
1,500 元
愛宴
100 元
兒童
270 元
共計收入$ 55,570 元
建堂
9,600 元
累積建堂奉獻
$5,494,006 元

事奉同工
主領敬拜
司
琴
領
唱
招
待
插花事奉
音
控
愛宴抬菜
愛宴事奉
奉獻事奉

本 週

下 週

許媚瑛
佳平、煜軒、乃菁
維樑.榮芬.陳瑛.淑媛
秀慧、泉裕、冠霖
楊如雪
蔡松齡
年輕弟兄
曹馨予、杜豔麗
陳惠珍、林淑美

莫韻明
吳傳道、啟文、煜軒
振隆、金玉、莉庭
美汝、春美、雅文
洪勤惠
林筆章
年輕弟兄
劉瑞玉、洪勤惠
陳敏麗、江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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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30 恩典之路小組
(五)20:00 飛躍小組
(日)10:30 兒童歡慶
(四)19:30~21:30 禱告會
(六)14:30 亞斯藍樂團
(日)12:00 愛
宴
每月第一週四 19:00 生活講座 (六)14:30 課輔班
(一)18:30 貝斯班
(五)14:00 百合小組
(六)20:00 學青小組
(二~五)8:30 晨更禱告 (五)19:30 讀經小組
(六)20:00 尋寶小組
(三)12:00 富活小組
(五)19:00 學青敬拜團隊
(六)20:00 雲彩小組
(三)19:30 香草小組
(五)20:00 相愛小組
(六)20:00 呂底亞小組
(三)20:00 樂多小組
(日)13:00 讚美操小組
(日)13:00 雅歌小組
(日)13:00 樂齡小組(二四週)

週報

(六)18:45 青年歡慶

P.8 (日)10:30 主日歡慶

主
僕：唐定新牧師
手
機：0972-386171
唐師母 ： 0922-915667
吳傳道 ： 0921-740355
姚傳道 ： 0981-768357
幹事韻明：0953-338879
幹事乃菁：0955-974468

會址：40855 台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 321 號
TEL：04-24737528
FAX：04-24727524

教會網址：

www.livingwaters.
org.tw

雙翼健康教會
新年快樂
2011 年 0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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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心靈誠實來敬拜
會眾默禱
二.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敬拜讚美
1.獻上感恩祭
2.願你的國降臨
3.我感謝你耶穌
4.我寧願有耶穌
獻舞：Sing A New Song
錫安小組
三.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信息：姚志剛傳道—認識大能的主
經文：路加福音五章 1~11 節
四.以回應奉獻來敬拜—奉獻請投入奉獻箱
甘心樂意蒙悅納.敞開天窗傾恩福
詩歌：我寧願有耶穌
會
眾
五.以關懷相交來敬拜
六.以彼此祝福來敬拜

詩歌：你是祝福的管道

唐 牧 師

會

眾

活水異象：使萬民做主門徒
活水使命：在基督的愛裡，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的向
著標竿直跑，完成主的
大使命

金 句: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馬太福音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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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姚志剛傳道—認識大能的主
經文：路加福音五章 1~11 節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
我就下網。」 』
-----路加福音 5:5

一. 聽主命令經歷主

「（耶穌）必須經過 撒馬利亞」

---約翰福音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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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肢體守望&感恩
•為唐牧師的感冒、張尉弘弟兄的身體不適、巫素蕊姐妹的咳嗽、陳美苓姐
妹發燒重感冒、楊如雪.楊慧中姐妹的感冒、高春燕姐妹車禍後頭部之復
原、熊淑芬姐妹的母親 1/7 腦部手術之恢復，以及所有在天氣寒冷及多變
中身體不適之弟兄姐妹代禱
•邊平明弟兄父親日前過世，為 1/6 順利完成追思感恩，繼續求主安慰家人。
•為懷孕的吳菁燕姊妹、陳秋良女兒鐈予，母親與胎兒的健康代禱
•學生進入期末考的季節，求主賜下智慧來預備考試

 考生守望
•高三考生學測日期為 1/27-28（四、五）
，在最後這段衝刺的時間，求主安
定每個人的心，有神的平安在其中，有加倍的智慧來準備考試。考生名單：
林佳佑、林泗麟、汪惟媛、黃采柔、陳佩瑜（秀名姊妹女 兒）張仲尹（百
合小組鄭惠美姊妹兒子）
二. 看透神跡認識主

三. 撇下一切跟隨主

※思考問題：
1.經歷主，認識主，跟隨主 是生命成長的步驟，你有卡在哪裡嗎？
為什麽？
2.新年開始，你今年要如何來聽見主的話並且遵行呢？

 活水守望樓
 為每月第一週週四的生活講座規劃團隊禱告，求主賜下智慧來規劃
 週四晚上 7:30 禱告會(每個月除第一週外)，我們需要代禱大能的勇士
來到聖殿中禱告
 為 1/13（四）樂齡花博一日遊禱告，求主賜下舒適的天氣，喜樂與平
安充滿在每個參與的長輩中。
 小組守望
 晨更：時令進入冬季，溫度偏低，求神引導
組員愛神、敬畏神、服事神的心如火挑旺。
 樂齡：為每位長者的身體
 飛躍：為組員的事業順利、身體健康
為小組有新的聚會地點感恩。
 雅歌：為固定的聚會人數
為每個組員的家庭及孩子的生活及教養。
 樂多：一月聖樂崇拜的預備。
 香草：為金鳳姊妹工作單位
為徐翠香姊妹工作上需要聖靈充滿，智慧充足
 讚美禱告：為小組人數增長
相信神一切的帶領
求主讓小組的每個人都遇見神。
 錫安：感謝神的帶領及恩典，引導新人進入錫安，求主祝福。

 守望～兒童牧區
• 今年兒童牧區的教師研習禱告，求主賜下方向、師資
• 兒童牧區每位老師的服事、家庭、身體、都有主的保守與同在。
• 為今年開始有新老師的加入感恩，求主繼續預備。

青年崇拜週報
2011.01.08
年度主題：展翅上騰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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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晚上 6：45～8：00 崇拜時間
8：00～9：30 小組時間

2011.01.09 兒童週報
一、兒童崇拜

一、以詩歌來敬拜
1.喜樂泉源

2.世界之光

3.以馬內利 4.燃燒這生命

二、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信息：姚志剛傳道—認識大能的主
經文：路加福音五章 1~11 節

時間
主領
詩歌

三、以回應奉獻來敬拜—奉獻請投入奉獻箱
四、以彼此祝福來敬拜：你是祝福的管道

唐牧師

P.5

司琴
投影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奉獻

10：30～10：40
吳傳道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主賜福如春雨
林子卉
吳潔瑩

10：40～11：10
主題

主領

謝金玲

約翰‧加爾文

金句

腓 2：5

五、小組時間～國中小組、高中小組、尋寶小組、呂底亞小組

二、分班時間

報告事項：

時間規劃

1. 歡迎第一次參加青年崇拜的朋友，願神賜福您及您的家人
2. 明天主日愛宴結束 1：00～2：00 有教牧同工會，請執事、小組長、學
青輔導、兒主老師一同出席，會後有執事同工會。

11：10～11：30
11：30～12：00

各班老師

靈修教材
分班教材

撒母耳
小大衛
約書亞

3. 2011 學青寒假退修會預定於 2/8-10（二～四）舉辦，歡迎小六以上同
學報名，地點：墾丁，費用：每人 1000 元，意者請洽陳佳平姊妹。
4. 下週青崇＆主日邀請到浸信會神學院蔡瑞益院長分享信息，歡迎邀請
朋友參加。
5. 下週六(1/15)有得勝者義工訓練，免報名費，時間為上午九點~下午五
點，地點於水湳長老教會，報名請洽吳傳道。

敬拜團
敬拜團主領
招待
愛宴善後

本週事奉同工
亞斯藍
劉慧貞
徐麗卿、劉恩瑜
林泗麟、陳彥竹

三、報告事項
1.主日愛宴結束 1：00～2：00 有教牧同工會，請執事、小組
長、學青輔導、兒主老師一同出席，會後有執事同工會。
2.請兒童牧區繪本組的老師下週將討論問題交給吳傳道。

四、下週事奉

服事表
下週事奉同工
羊兒
劉慧貞
楊婷婷、林信遠
王苡庭、黃羽菉

王睦涵、高豫珊
吳曉燕
鄭淑儀

2011/01/16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

分班老師

敬拜

高春燕

主領

劉欣欣

撒母耳

王睦涵、余雪莉

司琴

莊穎華

信息

全世界最棒的貓

小大衛

吳曉燕

投影

黃冠誠

金句

伯 12：9-10

約書亞

鄭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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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會

 2011 年守望教會
 回顧 2010 年：
1. 二○一○年是動盪的一年。先是海地發生芮氏規模七的大地震，
接著是智利發生芮氏規模八．八的超級地震，繼而冰島火山爆發，
冒出大量火山煙塵阻礙歐洲空航。歐洲的經濟也搖搖欲墜。巴基
斯坦的洪水導致一千三百萬人無家可歸。美國人則擔憂國債可能
害得民不聊生。
2. 穆斯林歸主人數爆增、亞洲信主人數持續攀升、 越來越多基督徒
受到迫害。
 為教會 2011 年繼續增長並持續行在神的心意中禱告
 2011 生命標竿宣告（一）
 生命的重心重新回到神的身上，真知道被造的意義。（西 1：16）
 為自己的被造向神感恩，在生命的每個層面經歷神的愛，完全接
納自己。（賽 44：2）
 求主引導我們的人生（賽 26：3）
 求主顯明我們的生命，哪些是神要我們去做的事情？哪些是不討
神喜悅的事情？（約壹 2：17）
 求主顯明祂對我的託付（路 16：10）

 每 日 靈 修(與靈命日糧讀經同)

P.3

01/09 從不睡覺—詩篇 121 篇
我們能安然入睡，因為上帝從不闔眼。
01/10 被召離開—創世記 12 章 1~9 節
若上帝在帶領，就不須知道目的地。
01/11何不現在？—約翰福音13章33~38節
因知上帝掌管一切，就是最大的安慰。
01/12 暗中察看—馬太福音 6 章 1~6 節，16~18 節
上帝的獎賞勝過人的稱讚。
01/13 附加條件—羅馬書 8 章 28~39 節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 1 章 6 節
01/14 是好事？—詩篇 13 篇
我們或許無法控制事件發生，
但卻能改變面對它們的態度。
01/15 惡魔島的自由—腓利門書 1 章 4~16 節
在主基督的掌管下才是擁有真自由。

 守望未得之民～亞馬遜河盆地
亞馬遜森林被稱為地球之肺，因為這個地區的植物能夠產生地球所需
要的大部分氧氣，和吸收約 10%全球放的二氧化碳。可惜由於過度被
砍伐，不但減少了吸收二氧化碳量，而且當原始森林被焚燒時，反而
產生更多二氧化碳，進一步造成熱帶雨林枯死和沙漠化。根據「普世
宣教手冊」資料，在此地的原住民，約有 220 個族群，人口約 24 萬(200
個在巴西，20 個在秘魯)
禱告文
公平公義的主，我們舉手為巴西亞馬遜河流域中許多不為人知的原住
民禱告。他們有些部落人口不到一百人，許多人在爭議，難道人口有
近二億的巴西應當為了保護這麼小數而停止發展嗎？眷顧、憐憫、記
念心裡單純的人的神啊，縱然這些人是卑微，也不認識你，甚至是拜
偶像，但這一切都不能攔阻你要賜恩他們。求主興起保護他們，離開
他們目前的困境，願巴西政府和世界各地有權勢的開發機構，都在敬
畏耶和華和尊重這些弱勢群體的好處下，來發展巴西的經濟。如此感
謝，祈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週 四 服 事 表
1/6 生活講座

1 月 13 日

1 月 20 日

敬拜主領

王雲

許威偉

曾菀郁

配唱

慧貞、菀郁

司琴司鼓

吳傳道、乃菁

吳傳道

吳傳道、乃菁

音控

陳佳煌

歐乃菁

莫韻明

莉庭，豔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