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 
  頭屋教會週報 

  主日崇拜程序 
2017 年 07 月 09 日                                  第 638 期  

1. 宣召………………………詩篇 62篇 1~2節……………………第三組兄姊 

2. 敬拜讚美……叫我抬起頭的神、恩典的記號、幸福………… 第三組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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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啟應文……………………箴言三十章 1~33節…………………會      眾 

5. 讀經…………………約翰 8:47、24、羅馬 1:21…… …………會      眾 

6. 證道……………不聽?不信?不感謝?不榮耀神?………………許洪猷醫師 

7. 奉獻………………………………………………………………陳紹宗老師 

8. 報告………………………………………………………………第三組兄姊 

9. 祝禱 ……………………………………………………………田南芝牧師 
 

【本週金句】 
 

  出於 神的，必聽 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 神。        約翰 8:47                                                      
                                                        

                                                   

                                         
 喜樂的心 

 
我的孫女小雅最喜歡約翰·菲利普·蘇沙（John Philip Sousa）譜寫的一首進行曲。蘇沙是十九世紀的

美國作曲家，被稱為「進行曲之王」。小雅並不是什麼軍樂隊成員，因為她只有二十個月大，她只是

喜歡進行曲的節奏，有時還可以哼出幾個音符。只要一聽到這首進行曲，她就開心地手舞足蹈。我們

一家人相聚時，經常一邊哼著這首曲子，一邊拍掌和製造一些嘈雜的聲音。此時，兒孫們就會隨著節

拍跳舞或繞行。最後，他們繞得暈頭轉向，而我們則捧腹大笑。 

 

我們愉快的喧鬧聲，令我想起詩人說「當來向祂歌唱」（詩篇 100篇 2節） 。當所羅門王奉獻聖殿時，

以色列百姓都讚美稱謝上帝（歷代志下 7章 5-6節）。說不定詩篇 100篇正是他們所唱的其中一首詩

歌呢！詩人宣告說：「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當稱謝

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1-2、4節） 。為什麼呢？「因為耶和華

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5節） 

 

美善的上帝深愛著我們！讓我們以感謝的心回應祂的愛，一起「向耶和華歡呼」吧！ 

 

 
節錄自 2017年 07月 09日靈命日糧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A9%A9%E7%AF%87+100%3A2&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7%3A5-6&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7%3A1-2%3B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7%3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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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並感謝許洪猷醫師來頭屋教會證道，願神祝福許醫師手所做的一
切工，使他凡事順利，滿有神的豐盛恩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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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31人都有非
常好的得著，非常感謝他們，願神大大祝福康郡教會，得人如得魚，
滿有神豐富的同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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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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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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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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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626~0702 

收 入: 主日 1350 

感恩奉獻: #001 2000, #031 300,#042 1000,#018 1000,#008 1000,#023 100, 

          #022 100，#013 300 #0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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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租 

本週收入: 8,750     本週支出:35,749         本週餘绌:-26,999 

 

年度預算 190 萬        累計收入:827,489        差額:-1,072,511 

  頭屋教會聖工事奉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07/09 下週 07/16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許洪猷醫師 田南芝牧師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24 人 

敬拜 第三組 第二組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暫停 

司會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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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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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9 下週07/16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許洪猷醫師 田南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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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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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