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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召……………………詩篇 16篇 8~11節……………………劉玉蔧姊妹 

2. 敬拜讚美…………生命真光、你同在如聖靈降臨、和撒那………謝耀東弟兄 

3. 宣告………………………主禱文、使徒信經 …………………會      眾 

4. 啟應文…………………箴言二十三章 1~35節…………………會      眾 

5. 讀經…………………約翰福音 9章 39~41節………………… 會      眾 

6. 證道……………………誰是瞎了眼…………………………洪國隆理事長 

7. 聖餐………………………………………………………………田南芝牧師 

8. 奉獻………………………………………………………………成予恩弟兄 

8. 報告………………………………………………………………劉玉蔧姊妹 

8. 頌榮…………………………… 三一頌 ……………………… 會     眾 

9. 祝禱 …………………………………………………………… 田南芝牧師 
 

【本週金句】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

罪還在。」                                                  約翰福音 9 章 41 節                                                        

                                                   

                                          

 黑暗中的讚美 

 
我的朋友李奇雖然已經近乎失明，但他卻說：「我仍要每天持續不斷地讚美上帝，因祂為我成就許多

美事。」 

耶穌不只給李奇，也給了我們不斷讚美祂的理由。在馬太福音 26章，描述了耶穌上十字架前一晚和門

徒共進逾越節晚餐的情景。根據第 30節的記載，他們的晚餐是這麼結束的：「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

橄欖山去。」 

那晚，他們唱的詩歌是讚美詩。幾千年來，猶太人都會在逾越節吟唱「哈利路亞頌詞」（Hallel，這

個字希伯來文的意思為頌讚），就是記錄在詩篇 113-118篇的禱詞和讚美詩歌。它最後的部分尊崇上

帝成為我們的拯救（118篇 21節） 、被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22節） ，以及有一位

將會奉耶和華的名而來（26節） 。所以他們高聲歡唱：「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

歡喜。」 

當耶穌和門徒在逾越節同聲讚美時，祂給了我們不看環境，只單單仰望祂的理由，祂也帶領我們讚美

上帝的信實與祂永不止息的愛。 

主啊，即便當我不願開口讚美祢時， 

祢都永遠配得我們的頌讚！ 

求祢幫助我，能學習常常讚美祢。 
 

 
節錄自 2017年 05月 07日靈命日糧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118%3A21&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118%3A22&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118%3A26&version=CUVMPT


感恩、代禱與消息 

1. 歡迎第一次來聚會的朋友及弟兄姐妹們，願 神賜福您，並祝願上帝恩
典永與您們同在。 

2. 歡迎並感謝基福洪國隆理事長來頭屋教會和明德活動中心為我們傳講
基督的福音，帶給我們祝福，願上帝的恩典與慈愛常與洪理事長及家
人、並基層福音同在，使他們及基福凡事興盛!手所做的盡都順利! 

3. 感謝主，5月 2 日(二)教會的明德事工第一次在明德活動中心展開,當
天就有 13 位參與聚會，其中有一位是第一次聽見基督的福音。 盼望
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愛與明德的鄉親同在!! 

4. 下主日為母親節，請為媽媽祝福禱告，並邀請來教會，教會備有母親
賀禮，祝福母親們! 

5. 感謝主!有願意一天省一杯咖啡錢，一個月奉獻 1,000 元，或是
US$35/m’th 繼續支持頭屋教會，並承諾 2017 年幫助教會在支付牧
者、課輔老師、及孩子們的費用、以及日常水電房租支付、傳福音..
等及行政費用上的弟兄姊妹們，已經計畫並開始奉獻。願上帝大大祝
福你們，使用您們所擺上的，大大報答! (美國地區可奉獻至: Agape 
Asian Mission 4988 Paseo Padre Parkway #203, Fremont, CA 94555  
tel: 510-791-9232, 請註明給 Tou-Wu Church,年底將給收據抵稅用 

6. 請為 5 月生日的弟兄姊妹們禱告，願上帝的祝福使他們常領受神的恩
典，經歷上帝，認識神，滿有平安喜樂，過得勝榮耀神的生活。 

             上週財務徵信錄：  2016/0424~0430 

收 入: 主日 850 

感恩奉獻: #001 1000,#010 1000,#029 1500,#023 200,#018 500 温宏敦牧師 2000 

(建堂/擴展基金:105,750)  

支 出:福音事工、肢體關懷、課輔專案支出、雜費、餐飲費、交通費 

本週收入:7,100      本週支出:20,449      本週餘绌:-13,349 

 

年度預算 190 萬        累計收入: 613,189    差額:-1,286,811  

  【 聖工事奉 】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05/07 下週 05/14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洪國隆理事長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34人 

敬拜 謝耀東弟兄 劉玉芸姊妹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11人 

司會   劉玉蔧姊妹   成予恩弟兄 課後輔導班 週一至週四 4:00~~ 頭屋教會   148次 

司獻   成予恩 弟兄   湯昕穎弟兄     

招待   成予恩 弟兄   湯昕穎弟兄 爵士鼓 主日 9:00~10:00 頭屋教會  

愛宴   盧瑞雲姊妹   葉梅花姊妹 烏克麗麗 主日 12:00~13:00 頭屋教會     



清潔 
謝耀東 成予恩 

李芸萱 劉玉芸 

徐筱涵 鄧沛晴 

劉玉蔧 徐藝庭 

吉他 主日 13:00~14:00 頭屋教會    

 

頭屋教會明德事工 

項目 本週 05/07 下週05/14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洪國隆理事長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主日8:30~9:30am 活動中心  

敬拜 陳紹賢 傳道 陳紹賢 傳道 週間小組 星期二9:30~11:30 活動中心  13 人 

司會 張光慶 弟兄 張光慶 弟兄     

司獻 齊傅清妹姊妹 齊傅清妹姊妹     

招待 徐劉美蓉姊妹 徐劉美蓉姊妹     

 

 

 

頭屋教會負責人: 田南芝牧師 

郵局劃撥帳號：14805331 戶名：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註明為頭屋教會奉獻即可代轉)  

奉獻頭屋教會: 苗縣頭屋鄉農會  戶名: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教會農會帳號 : 農會代碼: 954-1504  帳號: 150-001-00032944 

教會地址：苗栗縣頭屋鄉中山街 10 號  電話:037-255-882 ;  0977-171-283 

          Email: tw77120828@hotmail.com.tw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網站：http;//www.twgrm.org 

基督教頭屋教會臉書(face book)即可進入參閱, 代禱. 

 

mailto:tw77120828@hotmai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