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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召……………………詩篇 112篇 1~3節……………………第一組兄姊 

2. 敬拜讚美……………能不能、向我神、將天敞開…………… 第一組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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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啟應文…………………箴言二十九章 1~27節…………………會      眾 

5. 讀經……………………箴言 24:3~5,30~34節…………………會      眾 

6. 證道………………………………規化…………………………葉秀敏長老 

7. 奉獻………………………………………………………………陳紹宗老師 

8. 報告………………………………………………………………第一組兄姊 

9. 祝禱 …………………………………………………………… 葉秀敏長老 
 

【本週金句】 
 

 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 箴言 22 章 29 節                                                      
                                                        

                                                   

                                         
 輕鬆省力 
蘭熙坐在朋友家的窗邊飲茶，窗外是美麗的花圃。春雨和陽光讓百合、繡球花、鳶尾花和月見草恣意

地爭奇鬥豔，她看了不禁輕嘆：「如果能享受這美景，但不須每天澆花除草，那該多好啊！」 

 
有時選擇輕鬆省力的方法的確比較合乎實際。但有時只追求輕鬆省力卻會使人停滯不前，意志消沉。

我們期盼擁有愛情，卻不願克服彼此間的差異所帶來的困難和衝擊。我們希望功成名就，卻不願接受

生活中必經的風險與失敗。我們渴望討上帝的喜悅，卻又不願面對各種挑戰。 

 
耶穌清楚地讓祂的跟隨者明白，除了將自己的生命降服於祂，此外並無捷徑。祂也訓誡那個想要跟從

祂的人，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路加福音 9 章 62 節）。要跟隨耶穌基督，就

不要三心二意。 

 
當我們相信耶穌時，便要一心跟隨祂。這是絕對值得的！因祂也告訴我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沒

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來世必得永生」（馬可福音 10 章 29-30 節） 。跟隨基督雖不容易，但祂已

賜下聖靈與我們同在，而且還讓我們今世和來世都能享有豐盛、喜樂的生命。 

 

天父，當我全心倚靠祢的聖靈時，才有能力完成祢要我做的一切事。求祢幫助我，今天就明白並順服

聖靈的帶領。 

 
節錄自 2017年 07月 02日靈命日糧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B7%AF%E5%8A%A0%E7%A6%8F%E9%9F%B3+9%3A62&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E5%8F%AF%E7%A6%8F%E9%9F%B3+10%3A2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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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並感謝基福理事葉秀敏長老來頭屋教會證道、並鼓勵我們，願上
帝大大祝福她手所做的一切工，使她凡事順利，滿有神的豐盛恩典。 

3. 歡迎並感謝美國北加州康郡教會一行 13人，於 7/3~7/7早上在頭屋國
小帶領暑期英文營，下午在頭屋教會帶領暑期安親班事工，非常感謝
他們。隊長: Bro. David，隊員: Tina，Eric，Judi，Peggy，Nora，
Alvin，Sue，Yelena，Chris，Ko，Issac，& Mathew。願上帝大大賜
福並保守他們在台灣一切平安!! 

4. 感謝秘密基地創辦機構，快樂學習協會，提供免費知性學習，幫助孩
子們在不同的領域環境中，體驗並享受大自然與生活的美好結合，這
次是第三次，非常感謝每一次帶來不同的驚艷之旅，讓孩子們驚呼連
連! 這次是 BE26，大哥哥、大姊姊們一樣，自己出錢、出力，在 7/2
主日下午開始到晚上 9點左右，要帶給我們豐富、有趣的學習與體驗，
非常感謝快樂學習協會，也感謝 BE26的同學們，願上帝的大恩典，超
過所求所想的臨到您們，使您們的人生充滿明亮、健康、喜樂!! 

5. 明德佈道所的主日聚會，照常。 星期二小組聚會，由於田牧師與雨親
幹事參與安親班服事，無法參加，由陳傳道一人帶領。 

6. 暑期 7月份安親班，每週星期一到四。 

7/03~06  北美國康郡教會隊主責，頭屋教會隊協助 

7/10~13 頭屋教會隊主責 

7/17~20 頭屋教會隊主責 

7/24~27 北美愛修基督教會隊主責，頭屋教會隊協助 

頭屋教會隊:劉玉蔧(小學 2、3年級，W三) 

           劉玉芸(小學 4、5年級，W二) 

             湯昕穎(W一)、成予恩(W四)(國中一及以上) 

             謝耀東、薛凱晏(環境、餐具清潔維護) 
週別 時間 內容 合/分班 

一 國外短宣隊 早上/ 頭屋國小, 下午/ 頭屋教會 國外短宣隊 

二 8:40~9:20 彼此認識/ 英文歌 合 

三 9:30~10:10 暑假作業 分 

 10:20~11:00 唱歌舞蹈 合 

 11:10~11:40 國語文閱讀 合 

 午餐 午餐  

 1:00~1:40 電影欣賞 (湯、芸、蔧、成) 合 

 1:50~2:30 英語文 分 

 2:30~4:00 桌遊、遊戲、點心/ 放學  



四 國外短宣隊 早上/ 頭屋國中, 下午/ 頭屋教會 國外短宣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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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為 7 月生日的姊妹: 盧瑞雲、劉玉芸、劉玉蔧、及弟兄: 張光慶、
彭奕清、薛凱玓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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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19~0625 

收 入: 主日 400 

感恩奉獻: #001 2000, #030 3500,#003 8000,#031 300,#029 1500,#026 100, 

          #027 100，#013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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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費 

本週收入: 17,300     本週支出: 121,040         本週餘绌:-103,740 

 

年度預算 190 萬        累計收入:818,739        差額:-1,081,261 

  頭屋教會聖工事奉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07/02 下週 07/09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葉秀敏長老 許洪猷醫師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25 人 

敬拜 第一組 第二組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人 

司會     第一組     第二組 課後輔導班 週一至週四 4:00~~ 頭屋教會    148次 

司獻  陳紹宗老師  陳紹宗老師     

招待  謝雨親姊妹  謝雨親姊妹 爵士鼓 主日 9:00~10:00 頭屋教會    4人 

愛宴  曾曉平姊妹  葉梅花姊妹 烏克麗麗 主日 12:00~13:00 頭屋教會    12人  

清潔    第一組    第二組 吉他 主日 13:00~14:00 頭屋教會    5人 

 

明德佈道所聖工事奉 

項目 本週 07/02 下週07/09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陳紹賢傳道 許洪猷醫師 
主日崇拜 主日8:30~9:30am 明德活動

中心 
  12人 

敬拜 
張光慶弟兄 陳紹賢傳道 週間小組 星期二9:30~11:30 明德活動

中心 

  11 人 

司會 徐紫綾姊妹 張光慶弟兄     



司獻 齊傅清妹姊妹 齊傅清妹姊妹     

招待 張光慶弟兄 張光慶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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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