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扎根、幸福、門訓 
扎實建造、剛強門徒、得魚得業 

詩 29:2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日期:2019年 05月 12日 次別:1299} 

主日聚會程序 

敬拜讚美………………………祢是我的主、如鹿切慕溪水……………………以勒、莎拉 

敬   讀………………………主禱文、使徒信經……………………會      眾 

讀     經……………………羅馬書 12章 1~21節……………………會      眾 

見證影片………………………………………………………………… 會      眾 

證     道…………………………世人典範…………………………戴彼得牧師  

奉     獻…………自由奉獻（可會前或會後自行投入、奉獻箱在入口處）……賴正宗老師 

報     告……………………背金句、消息與代禱……………………呂以勒牧師 

頌     榮……………………聖詩 30首、讚美宇宙主宰…………… 會      眾 

祝     禱…………………………………………………………………呂以勒牧師 

阿 們 頌………………………………………………………………… 會      眾 

默    禱………………………………………………………………… 殿      樂 

謝 飯 歌………………………互相祝福、交通、分享……………… 潘佳慧姐妹 

切 蛋 糕………………………………………………………………… 會      眾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羅馬書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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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 

1. 母親節，五月第二個禮拜天，是由一位美國婦女 Anna Jarvis 首先提倡，1914 年由美
國總統威爾遜 Thomas Wilson首先宣佈為國家節日的。 

2. 母親節，是全世界共有的節日，也是最觸動感情的節日，因為主角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
的母親。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即使你的母親不是個好人，也還是有一些讓你感恩或懷
念的母愛。 

3. 《愛的教育》作者，義大利小說家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說〆「無論何時，總要
愛你的母親啊！母親的名字，永遠要以敬意來稱呼々因為母親的名字是世間最尊貴、最
甜蜜的名字。」無論你是叫她母親、媽媽、媽咪、Mom、娘、阿娘、阿母、姨。 

4. 林肯總統說〆「我的天使母親塑造了我之所是、我之所望。」喬治〃華盛頓講過類似的
話〆「我的母親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婦人，我的一切所是都歸諸於我的母親，我的一切
成就都源自她給我的道德、心智與身體的教育。」 

5. 西班牙畫家畢卡索 Pablo Picasso 提到〆「我的母親會跟我說〆『如果你從軍，你會成為
一名將軍々如果你進修道院，你將成為教宗。』但我是個畫家，所以我成為畢卡索！」
一個常肯定、稱讚小孩的母親，將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塑造出上帝的傑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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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預算：110 萬                   累計收入：353,360 
           建堂奉獻目標：第一階段 600 萬            累計收入：111,800 

上週奉獻情形〆 

主日奉獻：1,800 

十一奉獻：17,000 

感恩奉獻：2,500 

宣教奉獻：4,000 

慈惠奉獻：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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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劃撥帳號〆14805331 戶名〆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指名為造橋教會奉獻} 

林後 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家庭主流化 10 信念: 
1. 全家參與基督化家庭事奉。 
2. 家庭是門訓的場所， 
3. 基督化家庭有讀經禱告，每人扮

演好角色位份。 
4. 基督化家庭要用建造教會規格

打造，包括家庭祭壇、為全家歸
主禱告、接受裝備、委身事奉。 

5. 家庭祭壇，簡單地說就是
Family Time。 

6. 帶領全家人歸主。 
7. 禱告運動是屬靈爭戰，要認清楚

最大仇敵是自己，要時常對付老
我。 

8. 教會、小組提供愛的團契，以及
支持弟兄姊妹建立基督化家庭。 

9. 傳遞好的屬靈習慣給下一代。 
10. 家庭成為佈道、宣教的據點。 



雅各書 5: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國內外公禱事項】 
1. 美國總統川普及副總統彭斯於 5月 2日早上在白宮玫瑰園主持「全國祈禱日」，川普總

統在會中提到禱告的力量，表示「美國有光榮的禱告傳統，支持並堅固了我們對上帝
的信靠，將持續看顧並陪伴我們經過最好與最壞的時刻。身為美國人絕對不能忘記禱
告的力量以及創造主的偉大。」，同時宣布將採取實際行動保護宗教自由。請代禱。 

2. 母親節源自美國的安娜〄賈維斯女士，為紀念她的母親而發起，請為每位母親代禱。
而整個 5 月，不僅有溫馨的「母親節」，5月 15日也是國際家庭日，5月是家庭月。 

【教會肢體及代禱事項】 
1. 請繼續為林 老師腿後腫瘤禱告，求主醫治，願上帝醫治的大能臨到，保守看顧。 
2. 請為教會的一切事工禱告，求主聖靈親自帶領，也讓我們先建立家庭祭壇、讀經禱告。 

【教會及活動消息】 

1. 歡迎新朋友，願神祝福您，歡迎來認識這個改變生命、得真平安、喜樂、永生的信仰 
2. 為教會建堂持續禱告，求神給我們建堂的經費第一階段 600萬元，請代禱。 
3. 為提升聚會及敬拜品質，服事及接待人員們盡量提早 9:30~9:45 到教會預備練唱接待，

會友們也請提前 9:50分入座安靜。接待人員請穿教會背心，以笑容在門口迎賓 10:10。
司琴請盡量能夠彈練全部的音樂(禱告詩歌、聖餐歌、回應詩歌、三一頌、謝飯歌等)，
我們向高處行，並且能夠信息生活化、主日專業化、讓異象、禱告、聖靈推動我們。 

4. 讓教會持續關心慕道友，讓我們以真實的信仰、活潑的生命、忠心又良善回應使命呼召。 
5. 今天為母親節主日，會後切蛋糕，我們平常也多為我們親愛的母親代禱，祝福健康平安。 

五月行事曆提醒 
   5/12(日)母親節主日    5/13(一)福音聯盟會議-新竹 

聖工事奉 {聚會時間地點，上週聚會狀況} 

項 目 本周(05/12) 下周(05/19) 項 目 時  間 地點 

證    道 戴彼得牧師 呂以勒牧師 
主日禮拜 
主日學 

週日上午 
早上 10 點-12 點 

禮拜堂 
主日學教室 

敬    拜 
司    琴 

以勒、莎拉 志宏、秀玲 課輔班 
周三下午 
1:00-5:00 

禮拜堂 

奉獻禱告 賴正宗 王遠嘉 禱告會 
周四晚上 
7:30-9:00 

禮拜堂 

主日學 一同聚會 王莎拉 得勝品格教育 
周五 

11:00-12:00 
國中 

插  花 賴正宗 賴正宗 音樂吉他班 
週六早上 

10:00-11:00 
禮拜堂 

接待 青年 青年 
家庭幸福小組 

媽媽復興小組 

青年領袖小組 

每周三晚上 
 

每周主日崇拜後 

每家庭 
 

禮拜堂 

愛 宴 潘佳慧 呂欣怡    



 

 

 

 聽道筆記 日期:           主題:      經文 

 

 

 

 

 

 

 

 

 

 

 

 
禮拜堂地址:36144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 10 鄰 3號 

電話傳真:037-633-567 、 行動:0922-051-311 (呂以勒 牧師) 

電子信箱: zau.chiau@msa.hinet.net、網址:http://www.twgr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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