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30 讚美禱告小組
(四)14:00 飛鷹小組(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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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教會事工
本期出版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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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青年崇拜(2/12)恢復，當天各小組也恢復聚會。
主
僕：唐定新牧師
手
機：0972-386171
三.本月份的主餐將在第二週(2/12&13)舉行；2/13 主日愛宴後 1：00～2：00
唐師母
： 0922-915667
召開教牧同工會，請執事同工、小組長、學青輔導、兒主老師出席，會
吳傳道 ： 0921-740355
後召開執事同工會。
姚傳道 ： 0981-768357
四. 2/10 週四禱告會暫停，2/17 恢復禱告會聚會。
幹事韻明：0953-338879
五. 2/11（五）晚上 7 點半、2/12（六）上午 8 點半，有唐崇榮牧師的家庭系 幹事乃菁：0955-974468
列講座，題目是「婚前愛與性之得勝秘訣」
，地點在東海大學中正堂，歡
迎弟兄姊妹自行前往參加，須拿入場劵，請向乃菁領取。
六.2/20 主日愛宴後 1:00~1:30 崇拜部召開招待及愛宴同工會，請所有擔任招
待及愛宴的同工務必出席。
七.2/24（四）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將舉辦《奇異恩典》兒童靈修事工分享會，
時間是晚上七點～九點，地點在台中衛理堂，講員是李愛蓮牧師（基金
會執行長），意者請在招待桌上報名，或洽吳傳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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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上 會址：40855 台中市南屯區
網訂票，如有問題請洽吳傳道。
文心南五路 321 號
九.週六詩班小組於三月起每月第二、四週六晚上 8:10~9:10 聚會，歡迎弟兄
TEL：04-24737528
姐妹參加。
FAX：04-24727524
上週奉獻收入 金額
大堂
900 元
什一
162.500 元
感恩
9.400 元
兒童
1.950 元
建堂
17.000 元
特別
20.000 元
愛心
2.000 元
咖啡
490 元
共計收入$241,240 元
100 年建堂奉獻目標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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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餐事奉

本 週

下 週

張慎言
小惠、舜生、宇彤
淑儀、亭研、勇志
煌雀、冠霖、乃菁
曾善美
陳 瑛
暫停一週
暫停一週
陳敏麗、江淑美

許媚瑛
素梅、啟文、春燕
維樑、榮芬、淑媛
秀慧、韻明、乃菁
吳玉柳
蔡松齡
年輕弟兄
曹馨予、杜豔麗
陳惠珍、林淑美
志國.筆章.秀慧.淑美

主曆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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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網址：

www.livingwaters.
org.tw

雙翼健康教會
萬福源頭唯上帝
2011 年 02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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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天歡喜
2.在你寶座前
3.何等偉大的愛
4.陪我
三.獻詩、見證：腳步-宇彤家族
四.虛心領受來敬拜
信息：唐定新牧師—新、心、欣
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21~24 節
五.獻詩： Destiny -詩佳、少峰、書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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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偉大的愛
會
眾
七.相交來敬拜
八.彼此祝福來敬拜
唐 牧 師
詩歌：愛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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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
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以弗所書 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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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唐定新牧師—新、心、欣
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21~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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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 12:2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腓立比書 1：9

 肢體代禱
 吳淑銀姐妹的父親，已於 1/30(日)晚上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的心。
 為吳逢源的兒子吳其峰，近日檢查有妥瑞氏症，求主預備適合醫生做
進一步治療。
 為菁燕姐妹本月生產順利代禱。

一. 從祝福開始

 活水守望樓
 為學青 2/8-10 的墾丁退修會禱告，共 26 人參加，求主保守出入、所
有活動的平安、有好天氣，賜下喜樂在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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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2/11（五）
、2/12（六）在東海唐崇榮牧師的婚姻講座禱告，求主使
每個參加的弟兄姊妹生命被真理更新。

二. 心靈大掃除



三 .要用心欣慕

期盼我們也能夠立訂下列「六項屬靈的新生活」：
1.每天撥時間
2.每天為一件事
3.每週堅持
4.每週為教會的事工
5.每月遵行
6.每年帶領一位朋友

與

。
。
禮拜。
。
奉獻。
。

思考問題：
1.今年過年團聚你給你的家人什麼新年的祝福？
2.新年心靈大掃除你掃除了什麼、立下了哪些屬靈的新生活？

守望兒童牧區
 感謝神，兒童牧區的教師研習已有方向，求主繼續帶領。
 為新老師亭妍姊妹的加入感恩
 兒童牧區每位老師的服事、家庭、身體、都有主的保守與同在。

 守望外展區





得勝者：同工下學期會有變動，求主呼召新的同工加入
彩虹：開始預備下學期的課程，求主安排
課輔班：求主能再預備一位課輔老師禱告
惠明：為同工在每週的服事有神的同在感恩

 2011 個人生命標竿宣告（五）
 求主顯明我能做何事，使教會更合一（羅 14：19）
 求主聖靈時常充滿，使生命多結聖靈的果子。（林後 3：18）
 求主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使我能選擇以基督為中心的思想模式（羅
12：2）
 求主光照我，使我知道哪些事情沒有遵行神的旨意，能立刻去行（約
8：31-32）
為目前所遭遇的困難獻上感恩,相信神必使我得益處(羅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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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意念

趙鏞基牧師

2011.02.06 兒童週報

以信心展開新的一年
如何以信心面對新的一年？我們可以從「信心之父」亞伯拉罕身上學習，
他是歷代所有基督徒的榜樣。當亞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時候，他不知道何
去何從，每當一步步往前走，都向神禱告，接受神的帶領。我們要從亞
伯拉罕的身上學習這樣的信靠，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天天求告主。不但
如此，當我們學習憑信心生活，還要把一切重擔都交託給神。信心的生
活，代表天天把重擔交託給神，當我們如此交付，神就天天背負我們的
重擔，使我們得安息。不但如此，我們手中的事情也不再是自己的，而
是有與我們同在的神為我們成就。在這新的一年中，願我們都向神禱告，
能夠開始操練信心的生活。

一、兒童崇拜
兒童敬拜
時間
主領
詩歌
司琴
投影

活出愛的一年
有了信心和盼望，在這新的一年，還要活出愛—愛神是最大的誡命，其
次是愛人如己。每個人都欠「愛」的債，無論對身邊的人還是對神。愛
不是只靠言語，而在於實際行動，一起生活，彼此分擔重擔，分享喜怒
哀樂，並且謙卑服事，不索求回報，基督信仰絕不只是儀式、形式、神
學、哲學、宗教或教堂，真正的愛裡有父神和耶穌，否則教堂不過只是
建築物，神學也只是邏輯道理。世上萬事萬物中，能使人感受到意義和
價值、在一片黑暗中發出光芒的，只有愛，藉著十字架，願我們心中都
有信、望、愛，有寶貝放在瓦器裡，活出成功的一年。
（節錄自蒲公英網站）
原文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soaring-eagle/article?mid=1439&next=1416&l=f&fid=41

兒童信息＆奉獻
10：30～11：00
主題

主領
影片欣賞
莫韻明

金句

影片：以利亞與巴
約壹 3：18
力先知

二、分班時間
時間規劃

新的一年，心中要存著盼望
人如果沒有盼望，就無法生存；而有了盼望，無論任何逆境都能忍受。
羅馬書五章 1-2 節：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
相和。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
盼望 神的榮耀。」故此，我們當預備自己，等候耶穌在來的日子。當盡
全力把我們的家人、朋友、鄰舍都帶到神面前，在世上喜樂地活出天國
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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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11：20～12：00

各班老師

靈修教材
分班教材

撒母耳
小大衛
約書亞

王睦涵
王睦涵
林佩杏

三、報告事項
1.2/24（四）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將舉辦《奇異恩典》兒童靈修
事工分享會，時間是晚上七點～九點，地點在台中衛理堂，
講員是李愛蓮牧師（基金會執行長），意者請在招待桌上報
名，或洽吳傳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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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上網訂票，如有問題請洽吳傳道。

四、下週事奉

2011/02/13

兒童敬拜

兒童信息

分班老師

敬拜

姚傳道

主領

吳思穎

撒母耳

魏錦湄、余雪莉

司琴

吳潔瑩

信息

克萊兒與法蘭西斯

小大衛

王睦涵

投影

蔡宛菱

金句

詩 85：10

約書亞

林佩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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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

會

 守望家園：政府新年度的施政
 為台灣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禱告，求 神賜下改善貧富差距的智慧
策略予政府相關人員，使他們所擬定的計畫及配套措施能改善人
民所得分配，縮短貧富差距。
 今年即將實施二代健保，主要目的是平衡健保財務收支，求 神幫
助政府管員成為健保財務上的好管家
 為著各項台灣社會福利制度逐年健全來禱告。
 為各行政機關禱告，求神賜他們分辨是非之心、正直的靈、有長
遠目光，在國家決策上齊心作出正確的決定，有效的運用資源，
為全國人民的利益推行德政。

 國度代禱～東南亞、中南半島、南亞的穆斯林全面歸主禱告







為基督徒能向穆斯林表露愛心、憐憫禱告。
為這地區的伊斯蘭男人認識耶穌，成為家、族群、部落、社區、
國家、地區的祝福禱告。
為這地區的伊斯蘭婦女能聽聞福音、認識天父的愛、認識良人耶
穌禱告
為這地區的伊斯蘭兒童經歷天父的愛、回到父的懷裡禱告。
為這地區的伊斯蘭青年認識耶穌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興起成為
約書亞世代禱告。
為這區域的基督徒工人禱告。

 國度代禱～為聖經翻譯的事工





求莊稼的主打發專業福音工人進入東南亞、中南半島、南亞服
事，收割莊稼。
求神興起代禱者起來為東南亞、中南半島、南亞的穆斯林禱告。
為基督徒有神來的愛、智慧、聰明、策略，敏銳東南亞、中南半
島、南亞等國當地的文化，且在各族群中有有果效的服事。
求神破除東南亞、中南半島、南亞地區的貧窮及其所帶來的捆
綁。

 每 日 靈 修(與靈命日糧讀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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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 消除偏見—歌羅西書 3 章 8~17 節
偏見所見的是扭曲、所說的是謊言、所做的是破壞。
02/07 上帝的軍隊—列王記下 6 章 8~17 節
我們在天使的守護下為主做工。
02/08太空童子軍—以弗所書6章1~4節
父母的言行教導，將影響孩子將來的品格。
02/09 哀哭和歡喜—羅馬書 12 章 9~16 節
關愛他人就是尊榮基督。
02/10 起立喝采—使徒行傳 6 章 8~15 節；7 章 54~60 節
若你面對反對，也許正顯示出你做對了。
02/11 你必須說嗎？—歌林多前書 5 章 12~21 節
傳福音吧！因為再也沒有比這更棒消息。
02/12 火山活動—以弗所書 4 章 29~32 節
發脾氣不能改善易怒的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