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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召……………………以賽亞書 9章 6~7節…………………第三組兄姊 

2. 敬拜讚美……天使高聲唱、平安夜、祝你聖誕快樂…………第三組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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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獻禮…………………………………………………………會      眾 

1. 爵士鼓 solo (謝耀東) 

2. 吉他彈唱    (張光慶) 

3. 烏克麗麗三重唱  (鄧沛晴、薛凱晏、鄧玉欣) 

4. 吉他彈唱  (湯昕穎) 

5. 客家歌舞  (明德小組) 

6. 跳讚美舞  (徐藝庭、徐筱涵、薛凱云) 

7. 吉他二重唱 (葉梅花、謝佳琪)  

6. 讀經………………………以賽亞書 9:6~7節……………………會     眾 

7. 證道………………………………就是愛………………………田南芝牧師 

8. 奉獻………………………………………………………………陳紹宗老師 

9. 報告………………………………………………………………第三組兄姊 

10. 祝禱 …………………………………………………………… 田南芝牧師 

 

【本週金句】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箴言 23 章 26 節                                                                                                                                                                               
                                                        

                                                   

 

沒有基督，就沒有盼望。–司布真 

 

不論是二千多年前在伯利恆曠野的牧羊人，或是 1906年水果公司的船員，他

們都在黑夜中聽到了出人意料、滿有盼望的好消息。今天，上帝也同樣對我們

傳講這充滿盼望的信息：救主基督已為我們降生（路加福音 2章 11節）。讓我

們與天使和歷代的信徒一同高聲讚美：「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

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B7%AF%E5%8A%A0%E7%A6%8F%E9%9F%B3+2%3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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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快樂!! 

3. 請為基福理事范秉天師母目前住在竹東榮總安寧病房禱告，盼望上帝
的平安、恩惠、慈愛充滿師母的心，她手所做，口所教的傳福音五色
珠能大為廣泛使用，在神國度中大大擴張! 

4. 請為新竹浸信會黃成業牧師禱告，願神賞賜他大大的恩典，滿有平安
喜樂，健康的身體，手所做的盡都順利，2018凡事興盛!! 

5. 今天教會聖誕節節目精彩，有媽媽們的客家詩歌舞蹈、同學們的烏克
麗麗獻唱，以及謝耀東的爵士鼓、湯昕穎的吉他、張光慶的吉他、梅
花姐與佳琪吉他合唱、藝庭、凱晏、凱云、筱涵四人舞蹈，節目精彩
可期，祝大家聖誕快樂!! 

6. 聖誕節下午，將會有 BE的大哥哥姐姐們帶我們去養老院報佳音，請要
參加的同學們盡量學習烏克麗麗，以及背誦 2 首聖誕歌曲，大家一起
去傳揚愛，晚上在明德活動中心舉行聖誕夜，晚餐由 BE的大哥哥姊姊
們請客，感謝他們，並願上帝大大祝福他們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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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生日的邱榮彩弟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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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11~1217 

收 入: 主日 130 

感恩奉獻: #001 2000,#003 8000,#031 300,#016 300,#026 100,#060 100,          

          #029 1500,#59 1000  劉櫻德 5,000, 牛潤芝 10,000             

支 出: 課輔專案支出、郵電費、餐飲費、肢體關懷、招待費 

本週收入:28,430      本週支出:13,143   本週餘绌: 15,287 

 

年度預算 170 萬        累計收入:           差額:0 

  頭屋教會聖工事奉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12/24 下週 12/31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田南芝牧師 葉秀敏長老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34人 

敬拜 第三組 第一組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13人 

司會     第三組     第一組 課輔班 週一至四:3:30-21 頭屋教會  140 人次/週  

司獻  陳紹宗老師  陳紹宗老師     

招待 盧瑞雲姊妹  盧瑞雲姊妹 爵士鼓 主日 9:00~10:00 頭屋教會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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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    第三組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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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下週12/31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聯合聚會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主日8:30~9:30am 明德活動

中心 
聯合 

敬拜 聯合聚會 陳紹賢傳道 
週間小組 星期二9:30~11:30 明德活動

中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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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紹賢傳道  陳紹賢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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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0014  帳號: 92401-01-003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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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