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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召……………………詩篇 65篇 9~11節……………………成予恩弟兄 

2. 敬拜讚美……………禱告大軍、將天敞開、向我神…………劉玉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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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啟應文…………………箴言二十六章 1~28節…………………會      眾 

5. 讀經…………………路加 4:18~19，歌羅西 2:15…………… 會     眾 

6. 證道………………………得勝的生命…………………………姜燕香牧師 

7. 奉獻………………………………………………………………陳紹宗老師 

8. 報告………………………………………………………………成予恩弟兄 

9. 祝禱 …………………………………………………………… 姜燕香牧師 
 

【本週金句】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歌羅西 2:15                                                      
                                                        

                                                   

                                         
 擺正心態 
 

我發現丈夫為教會的敬拜團吹奏口琴時，有時候會閉起眼睛。他說這樣可以讓自己更專注，避免看到

其他會讓他分心的事物，以便將最好的獻上。閉上了眼睛，能讓自己全心地以口琴和音樂讚美上帝。 

 

有些人或許會感到困惑，禱告是否一定得閉上雙眼。其實，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禱告，比如散步、拔

草或開車時都能禱告，如果都要閉眼禱告，似乎就有些困難了！ 

 

另外，禱告也沒有特定的姿勢，就如聖經提到：所羅門王為所建的聖殿獻上禱告的時候，他跪下並「向

天舉手」（歷代志下 6章 13-14節）；保羅在天父面前屈膝（以弗所書 3章 14節） ；法利賽人和稅

吏站著（路加福音 18章 10-13節） ；耶穌俯伏在地（馬太福音 26章 39節） 。 

 

無論是跪著或站在上帝面前、向天舉手、或是閉起眼睛好讓自己對上帝更加專注，最重要的不是我們

的姿勢，而是內心的態度。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心發出」（箴言 4章 23節） 。禱告的時

候，願我們的心能俯伏在慈愛的上帝面前，充滿崇敬、感謝與謙卑，因深知祂睜眼看並側耳聽祂子民

的禱告（歷代志下 6章 40節）。 

主，求祢讓我全心仰望祢， 

也教導我以順服和愛來跟從祢。 

 

 
節錄自 2017年 06月 11日靈命日糧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6%3A13-1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5%BC%97%E6%89%80%E6%9B%B8%203:14&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B7%AF%E5%8A%A0%E7%A6%8F%E9%9F%B3%2018:10-13&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9%A6%AC%E5%A4%AA%E7%A6%8F%E9%9F%B3%2026:39&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AE%B4%E8%A8%80%204:23&version=CUVMP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6%AD%B7%E4%BB%A3%E5%BF%97%E4%B8%8B+6%3A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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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並歡迎姜燕香牧師來到頭屋證道，許久沒見到她了，很開心，願
上帝繼續看顧、保守姜牧師的身體，使她有滿足的喜樂! 平安的腳蹤! 

3. 暑假七月份，四個星期，教會將舉辦暑期安親班，早上 8:30~下午 4:00，
教會供應免費午餐，請邀請頭屋地區暑期需要幫助的孩子們，來到頭
屋教會的安親班。 

4. 暑期 7月份安親班  8:30am ~ 4:00pm 

7/3~6  美國短宣隊主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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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短宣隊主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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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七月份安親班(頭屋教會隊主責)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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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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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生日的成予恩弟兄，鄧沛晴姊妹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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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財務徵信錄：  2016/0529~0604 

收 入: 主日 3350 

感恩奉獻: #001 2000,#024 5000,#018 500,#031 300,#013 300,#042 1000, 

          #008 1000,#022 100,#0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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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收入: 13,750      本週支出: 29,743          本週餘绌:-15,993 

許書毓 1000 

年度預算 190 萬        累計收入: 656,639     差額:-1,243,361 

  頭屋教會聖工事奉 【 聚會時間、地點、出席表 】 

項目 本週 06/11 下週 06/18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姜燕香牧師 徐新民牧師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11:00 頭屋教會    24人 

敬拜 劉玉蔧姊妹 劉玉芸姊妹 青少年團契 週六 18:30~20:39 頭屋教會    12人 

司會   成予恩弟兄   湯昕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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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耀東 成予恩 

李芸萱 劉玉芸 

徐筱涵 鄧沛晴 

劉玉蔧 徐藝庭 

吉他 主日 13:00~14:00 頭屋教會    5人 

 

明德事工聖工事奉 

項目 本週 06/11 下週06/18 項目 時間 地點 上週出席人數 

證道 
姜燕香牧師 徐新民牧師 主日崇拜 主日8:30~9:30am 明德活動

中心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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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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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