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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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愛宴結束 1~2 點召開兒童牧區月會，請老師務必出席。
三.本週四的禱告會(1/27)禱告會將請到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來分享，請各同
工及弟兄姐妹一同到教會來為差傳宣教事工守望禱告；2/3 與 2/10 的禱告
會暫停，2/17 恢復禱告會聚會。
四.二月份的主餐第一週(2/6)因遇到大年初四，因此在第二週舉行，當天主日
崇拜正常進行，主日愛宴與週六青崇暫停一週。
五.課輔班一日遊改到本週六 1/29 舉行，每人一百元，請跟吳傳道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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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至 1/3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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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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禱告小組(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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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堂於 97 年 3 月 26 日貸款全部還清，故從 97 年 4 月起~97 年 12 月
建堂奉獻計$80,200； 98 年計$326,700；99 年 1~5 月計$244,700.
2.99 年 6 月開始積極建堂募款，至 99 年 6~12 共計$1,517,800.
會址：40855 台中市南屯區
累計 97 年 4 月~99 年 12 月為$2,169,400.令將活存的數年結餘$3,315,006
文心南五路 321 號
總計$5,484,406.一筆存入活水的建堂專戶中。
TEL：04-24737528
3.為今年建堂奉獻目標$2,600,000 齊心努力。
FAX：04-24727524

上週奉獻收入 金額
大堂
850 元
什一
80,424 元
感恩
5,000 元
兒童
265 元
建堂
32,100 元
共計收入$118,639 元
100 年建堂奉獻目標
$2,600,000 元
累積奉獻$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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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菀郁
小惠、子卉
冬冬、慧中、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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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斯藍
娉文、心怡、乃菁
佳煌、春燕、慧貞
秀慧、煌雀、韻明
曾善美
李偉群
年輕弟兄
林秀慧、吳煌雀
楊如雪、楊慧中

教會網址：

www.livingwaters.
org.tw

雙翼健康教會
萬福源頭唯上帝
2011 年 0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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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全心讚美
2.神羔羊
3.認定祢
4.豐盛的應許
三.以虛心領受來敬拜(聖樂主日崇拜)
信息：唐定新牧師—心被恩感歌頌神
經文：歌羅西書三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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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關懷相交來敬拜
六.以彼此祝福來敬拜

詩歌：慈愛主,和平之君

唐 牧 師

樂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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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
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
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歌羅西書 3:16

信息：唐定新牧師—心被恩感歌頌神(聖樂主日崇拜)
經文：歌羅西書三章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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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以弗所書 5 章 19 節

 日月如梭


快速、有限、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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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
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申命記 10:12

 為肢體守望&感恩
•為唐牧師高齡 90 歲的父親 1/21 作直腸手術後的復原、SEND 宣教士潘天
信牧師眼睛醫治(去年車禍受傷)、張尉弘弟兄的身體之恢復、熊淑芬姊妹
母親心臟手術後的復原、杜豔麗.楊慧中.劉瑛真姐妹的感冒、曾菀郁姐妹
的腸胃以及弟兄姐妹的全人全家的身心靈健康代禱
•吳菁燕姊妹下個月預產期、陳秋良姐妹的女兒鐈予四月預產，求主祝福
孩子和母親都平安健康

 考生守望

詩歌：(一)神是愛、(二)當彼此相愛

 公開邀請
詩歌：(三)懇求聖靈降臨、(四)求主掌舵

 救人救己
詩歌：(五)讚美主、(六)我們可改變世界
祝福歌：(七)慈愛主，和平之君

•高三考生學測日期為 1/27-28（四、五），在最後幾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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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廣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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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守望樓
 為昨天 1/22 中區同工造就會，願神使用每個參加的同工，生命更新。
 課輔班東勢林場一日遊改到 1/29，求主賜下好天氣，有平安與喜樂
 為學青 2/8-10 的墾丁退修會禱告，共 26 人參加，求主賜下智慧來籌
備，祝福彼此的關係，預備好天氣，有加倍的喜樂與平安充滿。
 為弟兄姊妹過年時回到家族中，成為神祝福的出口，出入都得蒙保守

 小組守望
•
•
•
•








思考問題：
1.生命快速、有限又短暫，如何能過得喜樂有盼望？
2.你我生命的方向盤是誰在掌舵，自己？還是賜生命的主？
3.你期待我們的下一代是被世界改變呢，還是可以改變世界？




晨更：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樂齡：每個老人家身體建康
錫安：感謝神保守，四年半持續成長，為新的一年能繼續殷勤服事主
富活：為每件事向神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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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探訪：新的一年在代禱網絡的運作上有更多的連結
求主興起更多的代禱勇士
樂多：為組員的身體、家庭禱告
為春燕的身體復原
香草：為素蕊姊妹身體康復
為徐翠香姊妹職場得力、得勝
讚美禱告：組員在今年與神更親近
組員的婚姻，求主預備
組員更多被主觸摸

青年崇拜週報
年度主題：展翅上騰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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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2

每週六晚上 6：45～8：00 崇拜時間
8：00～9：30 小組時間

2011.01.23 兒童週報
一、兒童崇拜

一、以詩歌來敬拜
1.耶穌對我真好

2.如果耶穌沒有來

3.我願意

4.讓小小燈火四處燃起

二、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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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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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主日崇拜為「聖樂崇拜」，歡迎弟兄姊妹一同詩歌敬拜神。
3. 明天主日結束後下午 1：00 召開兒童牧區月會，請老師務必出席。
4. 課輔班一日遊改到 1/29（六）
，地點：東勢林場，費用：每人一百元，
請要參加的人跟吳傳道報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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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至 1/30 止。
6. 因過年放假，2/5（六）青崇與主日合併一堂，當天各小組暫停一次，
2/12（六）恢復聚會，2/3 與 2/10 的禱告會均休息一次，2/17 恢復禱
告會聚會。
7. 二月份的主餐第一週因遇到過年，因此在第二週舉行。

敬拜團
敬拜團主領
招待
愛宴善後

司琴
投影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奉獻

10：30～10：40
莫韻明
1. 我主我神
2. 全心來讚美你
廖葦晴
劉冠廷

10：40～11：00
主題

下週事奉同工
Seraphim
林煜軒
彭藝瑭、蔡宛菱
林信遠、陳佳煌

主領

吳思穎

金句

愛唱歌的瑪莉

箴 3：7

二、分班時間
時間規劃
11：00～11：15
11：15～11：30
11：30～12：00

各班老師

繪本討論
靈修教材
分班教材

撒母耳
小大衛
約書亞

王睦涵、高豫珊
吳曉燕
莫韻明

三、報告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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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會正在整理兒童圖書，請有外借圖書的老師、家長，在過
年前歸還，謝謝。（若有困難，請跟吳傳道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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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至 1/30 止。

四、下週事奉

服事表
本週事奉同工
綠鼻子
曾赫
張以涵、王苡庭
劉歆怡、陳佳平

時間
主領
詩歌

信息：唐定新牧師—回顧與省思
經文：約伯記八章 8~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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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0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

敬拜

唐師母

主領

司琴

廖葦晴

信息

投影

江盈慧

金句

廖敬慈
聖詩欣賞

分班老師
撒母耳

王睦涵、華亭妍

小大衛

吳曉燕

約書亞

莫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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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會

 2011 個人生命標竿宣告（三）






求主的愛天天吸引我，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詩 25：14）
求主賜下智慧，面對選擇時能做正確的決定，並更親近神(雅 4:8)
求主悅納每次到祂面前的敬拜。（可 12：30）
求主幫助我及弟兄姊妹，每天對神有更深的信靠,不憑眼見和感覺
求主使我能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肢體關係（弗 1：5）

 國度守望：為氣候異常
世界銀行已發出警告，異常天氣影響農作，如果全球食品價格進一步
上漲，部分地區可能重演 2008 年的全球糧食危機情況。氣象專家稱
2010 年是「極端氣候年」，極端現象持續到新年度，澳洲出現百年一
見的大水，巴西土石流造成 670 多人喪生，斯里蘭卡有 36 萬人因洪水
無家可歸，中國、日本、南韓等國都出現數十年來最低溫。
代禱事項
• 為澳洲.巴西.斯里蘭卡等有水患的地區救災順利與災民安頓禱告
• 自去年 10 月以來，由於降水持續異常偏少，中國北方部分地區出
現嚴重氣象乾旱。為中國有及時雨禱告

 守望家園：為新生兒禱告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內政部元月上旬公布去年「我國重要人口指標」顯示，去年新生
人數較前年銳減一成多,約二萬五千人,再創歷史新低。同時，學者
研究指出，台灣生育率低不是僅存的危機，性別比例失衡現象也
頗為嚴重，據推估，每年為性別控制而墮胎的女嬰達三千名以上。
代禱事項
• 為家庭、學校教導健康、清楚、合神心意的兩性教育，杜絕不正
常的性關係
• 為教會積極地教導符合聖經真理的生養兒女觀念，以及政府鼓勵
生育方案奏效禱告。

 每 日 靈 修(與靈命日糧讀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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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上帝在作工—出埃及記 14 章 26~15 章 2 節
看見上帝的工作使我心高歌。
01/24 至今無異—使徒行傳 17 章 16~31 節
所有會取代上帝位置的就是偶像。
01/25不再掙扎—啟示錄21章1~4節
天上的喜樂遠遠超過地上的痛苦。
01/26 偽君子—以弗所書 2 章 1~10 節
表裡不一的基督徒，是魔鬼的最佳助手。
01/27 反其道而行—馬太福音 5 章 38~48 節
我們看來反其道而行之事，乃上帝的正道。
01/28 地獄之城—使徒行傳 16 章 23~34 節
困境使人歸向上帝。
01/29 人生箴言—列王記上 14 章 23 節，11 章 1~10 節
遵從上帝，蒙福開端。

There are no small people and no small places.
沒有一個不重要的人，沒有一個不重要的地方

 為國際差傳協會守望

 為 SEND 暑期短宣隊
1.七月菲律賓短宣隊
2.八月四川短宣隊
 SEND 台灣西海岸”119”異象(西海岸是指台灣靠海鄉鎮)
1.差派 119 位同工建立 60 間教會
2.在各地異象傳遞與籌款
3.已有 4 位同工在嘉義開始開拓，求主賜恩
 差會中所有宣教士的家庭、服事、身心靈被保守，不受攻擊
 為宣教士子女的生活之適應，及教育之順利

週 四 服 事 表
敬拜主領
配唱
司琴司鼓
音控

1 月 20 日
曾菀郁
林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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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日(暫停)
大
年
初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