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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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浸信會神學院蔡瑞益院長這兩天的分享，願神祝福蔡院長及家人在新
的一年充滿神的恩典。
三.教會已從上週恢復禱告會，本週四(1/20)禱告會將請到國際差傳協會的
包偉力牧師來分享，請同工一同到教會來為差傳宣教事工守望禱告。
四.本週六（1/22）上午 9 點半～下午 4 點半有中區同工造就會，邀請到新店
行道會張茂松牧師主講，主題是：幫助會友跟上牧者步伐，邁向卓越與
榮耀。地點在：台中聖教會，每人 150 元，費用交給韻明，請在招待桌
上報名，今天截止報名。
五.下週主日愛宴結束 1~2 點召開兒童牧區月會，請老師務必出席。
六.晨星劇團於 3/6 晚上 7:30 在中山堂有福音劇”禮物中的祝福”教會可以統
一訂票，可享 85 折優惠，請於招待桌寫，詳情請看公佈欄或洽吳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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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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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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40855 台中市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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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南五路 321 號
陳敏麗、施孟芳、王雲、林秀慧四位姐妹。
TEL：04-24737528
3.為今年建堂奉獻目標兩百六十萬齊心努力。

雙翼健康教會
新年快樂
2011 年 0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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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道路
2.不停讚美
3.祢坐著為王
4.恩典夠用
三.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信息：蔡瑞益院長—成長的信心
經文：馬太福音 16 章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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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坐著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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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04-24727524

上週奉獻收入 金額
大堂
1,400 元
什一 100,800 元
感恩
200 元
代轉
2,000 元
兒童
230 元
建堂
38,500 元
共計收入$104,630 元
100 年建堂奉獻目標
$2,600,000 元
目前奉獻$48,100 元
9~10 月發票中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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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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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菀郁
小惠、林蓉、筆章
冬冬.慧中.瑛真.佩蓉
志國、敏麗、秋妹
林淑美
歐乃菁
年輕弟兄
羅秋妹、陳華
陳惠珍、楊慧中

教會網址：

www.livingwaters.
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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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
十架來跟從我。』
------馬太福音 16:24

眾

P. 2

信息：蔡瑞益院長—成長的信心
經文：馬太福音 16 章 13~28 節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生命：譯靈魂；下同）的，必喪掉生命；凡為
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馬太福音 16:25

「我們都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 8：28

 為肢體守望&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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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菁燕姊妹下個月就是預產期，求主祝福孩子和母親都平安健康
•熊淑芬姊妹的母親日前心臟手術順利感恩並為術後的康復代禱
•最近教會許多人感冒，求主保守醫治
•為豔麗姊妹身體不適、菀郁姊妹急性腸胃炎禱告
•學生進入期末考的季節，求主賜下智慧來預備考試

★ 信心向芥菜種一樣的成長

 考生守望

★ 信心是與神關係的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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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康的身體和加倍的智慧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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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信仰的起點

信任-生活體驗

信託-事奉見證

信服-全然委身
結論：
1. 芥菜種是百種裡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
2. 且成了樹 ，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馬太福音 13：32)

 活水守望樓
 為上週四 1/13 樂齡花博一日遊平安往返感恩。
 為外展事工下學期需要加入新的同工，求神預備
 本週六（1/22）有中區同工造就會，願神祝福每個參加的同工，生命
被更新。
 本週六（1/22）課輔班東勢林場一日遊，求主賜下好天氣，有平安與
喜樂
 守望董執事＆建堂團隊
 董執事團隊：新的一年求主賜下新鮮的恩膏、合一、創意在團隊中。
求神將更多的想法賜給每位同工，
 建堂團隊：求主親自帶領建堂的事工
為五年 1300 萬的建堂奉獻代禱，求神讓弟兄姊妹有共同
的看見

 小組守望
• 飛鷹：為過去一年神的保守感恩
天氣越來越寒冷，求主保守組員及家庭都能健康
• 讀經：新的一年，為組員身體健康，天天渴慕神的話，能持續讀經禱
告，倚靠主恩，生活豐盛
• 百合：熊淑芬姊妹母親心臟手術後的復原
求主保守組員身心靈健壯，彼此相愛，同心合一
• 相愛：求主保守小組每位成員新的一年有神的帶領，進入神聖靈的國
度，專心仰望，倚靠神得力量
• 呂底亞：求主賜給每位組員剛強的心，神的話成為組員的幫助和引導
• 但以理：2010 聖誕節舉辦 147 場佈道會，為 1100 位決志的弟兄姊妹
代禱
為每位但以理的同學禱告，有清楚的異象，在職場為主發光
為教會中每位但以理同學能持續合一配搭教會、職場的事奉

青年崇拜週報
20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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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詩歌來敬拜
1.你的愛
2.揀選
二、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3.耶穌的名

4.最珍貴的角落

信息：蔡瑞益院長—成長的信心
經文：馬太福音 16 章 13~28 節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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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浸神蔡瑞益院長的分享，願神祝福院長及家人在新的一年充滿神
的恩典。
3. 教會已從上週恢復禱告會，本週四(1/20)禱告會將請到國際差傳協會
的包偉力牧師來分享，請同工一同到教會來為差傳宣教事工守望禱告.
4. 2011 學青寒假退修會報名已額滿，有報名的人請在 1/29（六）前將費
用交給陳佳平姊妹。
5. 下週主日結束後下午 1：00 召開兒童牧區月會，請老師務必出席。
6. 下週六（1/22）上午 9 點半～下午 4 點半有中區同工造就會，邀請到
新店行道會張茂松牧師主講，主題是：幫助會友跟上牧者步伐，邁向
卓越與榮耀。地點在：台中聖教會，費用：每人 150 元，請在招待桌
上報名，報名截止日：1/16（日）。
7. 晨星劇團於 3/6 晚上 7:30 在中山堂有福音劇”禮物中的祝福”教會可
以統一訂票，可享 85 折優惠，請於招待桌寫，詳情請看公佈欄或洽
吳傳道。

服事表

敬拜團
敬拜團主領
招待
愛宴善後

下週事奉同工
綠鼻子
曾赫
張以涵、王苡庭
劉歆怡、陳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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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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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組時間～國中小組、高中小組、尋寶小組、呂底亞小組

本週事奉同工
羊兒
陳佳平
楊婷婷、林信遠
王苡庭、廖正煇

2011.01.16 兒童週報

司琴
投影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奉獻

10：30～10：40
高春燕
從太陽出來之地
我們愛
莊穎華
黃冠誠

10：40～11：00
主題

主領

劉欣欣

金句
伯 12：
9-10

全世界最棒的貓

二、分班時間
時間規劃

各班老師

繪本討論
11：00～11：15
靈修教材
11：15～11：30
11：30～12：00 分班教材

撒母耳
小大衛
約書亞

王睦涵、余雪莉
吳曉燕
鄭淑儀

三、報告事項
1.教會已從上週恢復禱告會，本週四(1/20)禱告會將請到國際差傳協會的
包偉力牧師來分享，請同工一同到教會來為差傳宣教事工守望禱告。
2.下週主日愛宴結束後，下午 1 點～2 點召開兒主月會，請老師務必出席。
3.晨星劇團於 3/6 晚上 7:30 在中山堂有福音劇”禮物中的祝福”教會可以
統一訂票，可享 85 折優惠，請於招待桌寫，詳情請看公佈欄或洽吳傳
道。

四、下週事奉

2011/01/23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

分班老師

敬拜

莫韻明

主領

吳思穎

撒母耳

王睦涵、高豫珊

司琴

廖葦晴

信息

愛唱歌的瑪莉

小大衛

吳曉燕

投影

劉冠廷

金句

箴 3：17

約書亞

莫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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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會

 緊急代禱：南半球水災
 受到氣候異常的影響，全球都出現了大水肆虐的景象，太平洋上
形成的反聖嬰效應，侵襲澳洲東北部昆士蘭省，足以用內陸海嘯
來形容的大洪水，週一起在昆士蘭省造成了 12 人死亡、90 多人失
蹤，估計這股洪峰 12、13 日兩天，就會沖向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
班市中心，當地居民已經展開大逃亡。
 巴西東南部豪雨成災，里約熱內盧山區這兩天又降下暴雨，引發
嚴重的土石流，山坡地建築慘遭淹沒，還有人遭到活埋或被洪水
沖走，目前死亡人數迅速攀升到 257 人。
代禱事項
 為全球氣候異常守望禱告，求主憐憫並降低受災範圍和人數。
 求神保守祂的教會，在危難中經歷神的同在，並向世人見證唯有
基督才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
遠；願主的榮耀照耀全地，人心都得轉回歸向祂，阿們！
 請為未來國際救援禱告

 每 日 靈 修(與靈命日糧讀經同)

P.3

01/16 孩子的潛能—箴言 22 章 1~6 節
幫助一個孩子，即拯救一條生命。
01/17 夜間駕車—詩篇 119 篇 105~112 節
行在聖經的光中，就不會在黑暗中跌倒。
01/18敞開的書—耶利米書31章31~34節
若閱讀你生命之書，是否能在字裡行間找到耶穌？
01/19 有人跌倒—哥林多前書 10 章 1~13 節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箴言 16 章 18 節
01/20 敬畏與愛—申命記 10 章 12~17 節
若我們敬畏且愛上帝，我們就會遵從祂。
01/21 不容真空—以弗所書 3 章 14~21 節
耶穌來不是救義人，而是救罪人；
一旦接受祂，罪惡必除清，生命亦更新。
01/22 被排斥的—雅各書 2 章 1~9 節
基督的愛讓我們幫助那些無以回報的人。

 2011 個人生命標竿宣告（二）
求主讓我在神的光中，審視並調整自己的生活為永恆而活(林後 4:18)
天天與主同行，在生活中經歷主的同在，看見神的榮耀（羅 11：36）
求主讓我知道從哪一件小事開始，讓我真正是為主而做（詩 149：4）
求主幫助我對神有完全的信靠、交託，在凡事上討神的喜悅。詩 147:11
求主顯明我生命中對神仍有所保留的部分。（羅 6：13）

 浸信會神學院(簡稱浸神)代禱事項
1、2011 年浸神在各教會的神學主日活動順利完成
2、2011 年五月的招生工作代禱
3、99 學年度的總預算：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NT$21,541,000
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NT$50,000,000

 國度代禱～2011 敞開之門報告
• 逼迫基督徒排名前十名的國家包括北韓、伊朗、阿富汗、沙烏地
阿拉伯、索馬利亞、馬爾地夫、葉門、伊拉克、烏茲別克和寮國。
• 北韓是欺壓基督徒最烈的國家，不但對基督徒充滿敵意，不准興
建教堂或在家裡崇拜，擁有基督徒物資更是會被處死。由於北韓
鎖國，因此有多少信徒殉道尚不可知。
代禱
 為那些入獄的基督徒禱告，使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被遺忘
 為殉道者家庭的需要能有妥善的照顧及供應
 求神保護基督徒的生命、堅固他們的信心，並除去敵基督的權勢

週 四 服 事 表
敬拜主領
配唱
司琴司鼓
音控

1 月 13 日
許威偉
慧貞、菀郁
吳傳道
歐乃菁

1 月 20 日
曾菀郁
莉庭，豔麗
吳傳道、乃菁
莫韻明

1 月 27 日
張慎言
淑儀.秋妹.欣欣
吳傳道、博文
歐乃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