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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召……………………詩篇 103篇 8~12節………………………第一組兄姊 

2. 敬拜讚美………新的事將要成就、|君王就在這裡、奔跑不放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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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1:1~45節…………………… 會     眾 

6. 證道………………………等待時的態度…………………………田南芝牧師 

7. 聖餐…………………………………………………………………田南芝牧師 

8. 奉獻…………………………………………………………………陳紹宗老師 

9. 報告…………………………………………………………………第一組兄姊 

10. 祝禱 ……………………………………………………………… 田南芝牧師 

【本週金句】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嗎？」    約翰 11:40                                  
 

                                                   
上帝的榮耀 
 

我們原本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 3 章 23節） ，但耶穌是上帝榮耀的光輝（希伯來書 1 章 3 節） ，

認識祂的人就能看見上帝的榮光（約翰福音 1 章 14節） 。 

 

在舊約聖經，上帝以祂的榮光充滿帳幕 ，並藉此榮光帶領以色列百姓。 

 

上帝應許我們，在末後的日子，天堂將發出上帝榮耀的光輝，不再需要太陽的照耀（啟示錄 21章

23節）。 

 

上帝的榮耀光輝是何等奇妙！ 

 

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住在上帝所創造的地球上時，我們可以瞥見上帝無比的榮耀。上帝的榮耀顯

示了祂的本質。我們雖然看不見上帝，但上帝藉著祂所造的宇宙，祂對我們偉大的拯救，以及聖靈

在我們心中的同住，讓我們能清楚明白祂的同在，以及祂的作為。 

 

今天，我們從何處可以看見上帝的榮耀，看到祂的偉大呢？在美麗的大自然中、在孩子的歡聲笑語

裡，以及透過別人對我們的關懷，我們都能看見這個世界仍充滿上帝的榮耀。 

 

                                                 

                                                    摘錄自 2018年 02月 04日靈命日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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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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一，5日在新竹北門聖教會有基福同工會，請代禱。 

3. 2/11主日為聯合聚會，請大家準備感恩的見證，一起團圓敬拜上帝! 

4. 2/17(六)下午 2:30，感謝台北天母堂曹教授夫妻、傅弟兄夫妻、Alice 老
師及其他多位弟兄姊妹們將來頭屋教會，像往年一樣與小朋友一起過春
節，這次是與福星教會的孩子們一起在頭屋教會過春節。 

5. 2/21(三)課輔班開課，這學期的每星期五為歡樂星期五 Happy Friday，也
就是兒童主日學，和平常一樣 3:30到 7:00放學。 老師有: 劉玉蔧、謝耀
東、徐藝庭、薛凱驗、鄧玉欣，校長為白美月牧師，謝謝他們。 

6. 2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3 點，兒童主日學將有教學研習會，請老師們準時出
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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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為 2 月生日的陳紹賢傳道、薛凱晏、徐筱涵、謝佳琪姊妹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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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徵信錄：  2018/0122~0128 

頭屋教會/明德佈道所    2018年度預算 100萬 

收 入: 主日 1800 

感恩奉獻: 5 筆 6,500     

#001 2000 #015 4000 #031 300 #022 100 #023 100 

宣教奉獻: 4 筆 23,500 

#003 8000 #029 1500 #066 10000 #012 4000 

                     

   上週收入:  31,800                    累計收入: 56,226 

  

頭屋課輔班    2018年度預算 100萬 
 

   上週收入:                             累計收入:   

  頭屋教會聖工事奉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02/04 下週 02/11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人數 

證道 田南芝牧師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42人 



敬拜 第一組 第二組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8人 

司會     第一組     第二組 課輔班 週一至四:3:30-21 頭屋教會  140 /週  

司獻  陳紹宗老師  陳紹宗老師 歡樂星期五 週五:15:30~19:00 頭屋教會   預告中 

招待  盧瑞雲姊妹  盧瑞雲姊妹 爵士鼓/鋼琴班 主日 9:00~10:00 頭屋教會   各 2人 

                                                                                                                                                                           
                                                        

 

愛宴  葉梅花姊妹  蒂娜姊妹 烏克麗麗 主日 12:00~13:00 頭屋教會    12人  

清潔    第一組    第二組 吉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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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 下週02/11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人數 

證道 

田南芝牧師 
 

經文:約翰11:1~45 

講題:等待時的態度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8:30~9:30am 明德活

動中心 
13人 

敬拜 
 陳紹賢傳道  張光慶弟兄 星期二小

組 

9~11:30am 同上 暫停一  

次   

司會  張光慶弟兄  徐紫綾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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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