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2/17 
各位親愛的牧者、同工及弟兄姐妹們平安： 
感謝 神 
要感謝林信昌長老及王寶田博士夫婦本週 
在苗栗造橋僑樂國小、大西國中、錦水國小的魔術表演 
給這些學校的學生們不僅帶來歡樂 

也讓他們知道有一位創造主愛他們 
只要人們來就近祂 
他的人生將不再是黑色的而是彩色的 
加上王寶田博士夫婦的服事及所分享的複製人的議題 
告訴人們無論人們多有成就 

在造物主面前不可自高一定要謙卑 
因為那些科學家 
當他們越懂科學就越明白在宇宙中一定有一位主宰 
是這位造物主在管理整個宇宙使整個宇宙井然有序 

感謝林信昌長老及王寶田博士夫婦這週的服事 
願 神記念 

也保守他們將回去美國的路程一切順利、平安 
感謝 神 
教會的弟兄姐妹與慕道朋友於週六到南投草嶺一日遊 
當天一早的天氣本來不是很好 
但到了目的地時就好多了 
甚至有看到太陽 

感謝 神賜下合宜的天氣 
這次有 14 個慕道朋友參加 
願他們都能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及弟兄姐妹們對他們的關心 
盼望以後能有二日遊及戶外的崇拜 
很感謝各位親愛的牧者、同工及弟兄姐妹們你們的禱告守望 

使我們這次的出遊能順利、平安 
也請為本週六要到村裏發送聖誕節祝福包 
本週日下午 5點要到弟兄姐妹及慕道的朋友家報佳音 
在 12月底前能把新的相片月曆發送完成禱告 
還有許多需要探訪的對象要去關心 
求 神賜下體力、能力、靈力、健康的身體來完成各項事工 

謝謝你們 
       以馬內利 
               進春、明玫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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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護庇他們；又願那愛你名的
人都靠你歡欣。」 

        詩篇五篇 11 節 

消息與代禱： 

1． 歡迎第一次來參加聚會的朋友及弟兄姐妹們，一次歡迎，永遠的歡迎，願主祝福您。 

2． 請為教會建堂禱告，目前預計將現在所租的房子買下，第一階段所需經費 900 萬元，

請弟兄姐妹一起參與支持，樂意奉獻、捐發票支持建堂所需經費，讓我們能夠在大

西村建造榮耀的聖殿。 

3． 請弟兄姐妹們堅定持續一起參與二年讀聖經一遍、背聖經，讓 神的話成為我們每

天的力量。 

4． 請為俞媽在尖下里、濫坑里的福音事工禱告，使這裡的居民有機會認識 神得著救

恩。 

5． 聖誕節事工如下:12/23(六)早上 8:00 到村裡發聖誕祝福包、12/24(日)交換禮物彼此祝

福(請弟兄姐妹預備 250 元以上全新的禮物，於 12/17 交給李如恩姐妹登記編號)、 

12/24(日)晚上 5:00 到弟兄姐妹及慕道友家報佳音。 

6． 12/31(日)是年終感恩主日，請每位弟兄姐妹預備簡短的感恩見證分享。 

7． 十二月份愛宴費用請交給曾貴珠姐妹。 

8． 2018 年 1-3 月服事表公布在佈告欄，若需要調整請告知師母。服事人員請在 9:10 前



到教會預備。 

9． 教會 2018 年事工調整如下: 1.主日聚會時間改為 9:30。2.成人主日學時間改為 8:00。

3.每週二到週五早上查經禱告會改為查經班。4..每週二晚上 7:00～8:00 永不放棄禱

告會。 

其他代禱事項:  
1． 我們奉耶穌的名祝福並宣告，大西村 1200 多戶共 4000 多人都要得救，沒有一個是

失落的。讓我們一起來建造  神的殿， 願 神在大西村成就祂的心意。 

2． 為許書顯弟兄及余金梅姐妹房子整修順利及參與迦拿團契在台北仁康護理之家的

服事禱告，求 神賜下夠用的恩典及能力，帶領更多人來認識神。 

3． 奉耶穌的聖名要祝福我們的弟兄姐妹們，求 神看顧並醫治孫傅鳳妹姐妹、黃彭開

妹姐妹、王爸爸、周吳阿尾姐妹、廖陳菊妹姐妹、陳昌郎弟兄、林福妹姐妹（住日

托中心）、葉健治弟兄（行動不便）、葉志津姐妹、劉松村弟兄、羅溫水清姐妹、劉

德清弟兄、曾潘美香姐妹、蘇露璇姐妹，賜給他們有健康的身體，身、心、靈都健

壯。 

4． 奉耶穌的聖名，特別為以下的弟兄姐妹們禱告，為郭添達弟兄、翁芳芳姐妹、饒梅

英姐妹、黃靜芝姐妹、余秀梅姐妹、羅維淵弟兄及邱玉美姐妹夫婦、彭金森弟兄、

許德仕弟兄、張人元弟兄、謝仁浤弟兄、謝慧柔姐妹、謝蕙如姐妹、雪芳、慧青、

黃永杰弟兄，徐明駿弟兄、黃琛婷姐妹夫婦，求 神恩待他們，使他們都尊主為大，

一生跟隨主。 

5． 阿爸天父，我們同心為弟兄姐妹們還未信主的家人及慕道朋友們禱告：為張月媛姐

妹的父親張榮鑫醫師。郭添達弟兄的父親郭金星、母親徐合妹。陳鴻琳弟兄的兒子

軍元、軍尹。方美珠姐妹的母親林葉、弟弟林裕森、方進通、姐姐林美女、林語湄、

妹妹方秀茜、孩子雅婷、迪斯。溫素芬姐妹的先生黃致元及公公、母親朱愛娟、妹

妹溫素梅。曾淑錡姐妹的先生徐源振。曾貴珠姐妹的母親詹秀鳳、姐姐曾貴美、詹

貴珍、弟弟詹祐臣、曾慶華、先生謝明堯、大娘姐謝姩枝、朋友徐秋嬌、馮瑞鳳，

周益正及父親周華中、母親陳靜慧。林家祺姐妹的外婆鍾春英、母親潘惠美，姐夫

謝宇軒、姐姐林庭瑜及女兒謝主、兒子謝恩。黃永杰弟兄的家人。李秀明及母親羅

鄭對。李牧師的母親周素徵。謝蕙如姐妹的朋友康詠潔、陳乙雯。曾乾森弟兄的家

人。王媽媽的家人。林陳秀香姐妹的家人。廖陳菊妹姐妹的家人。曾潘美香姐妹的

家人。蔡仲達弟兄的家人。邱桂香姐妹的家人。黃琛婷姐妹的家人。羅溫水清姐妹

的家人。彭能光與彭乙玲全家。房東太太黃羅松妹一家人。任德溥先生夫婦。張素

英及兒子傅建銘、女兒傅詩倫。李菊妹、羅月春、徐幸枝、彭安然、陳俊全、嚴壽

禎、蔡雨嵐、劉豐祥、張坤仁、黃國勳、陳喜清、曾林偉芝、曾春梅、陳四珍、徐

正光、巫峻毅、古乾業、楊麗芬、羅維肇、廖仁盛、徐乙妹、林運星、風雪珠、張

清娟、蕭文志、劉大偉、鄧宣志、黃德貴、裘素華、林伯昀、潘裕芳、潘裕澐、陳

碧鶴、王佑如、吳黃彥衢、古琇丹、黃宇如、曾冠瑜、徐峯文、林家揚、田雯瑜、

王格文、賴維謙、王明智，求 神繼續感動他們的心，能快快認識 神。 

6． 親愛的天父，我們要特別為教會的青少年、兒童守望，為陳根倍、張俊皓、徐偉恁、

邱桂香、邱桂美、黃郅翔、曾笠涵、李如恩、謝秀芬、李孟婷、李佳恩、黃聖誠、

劉凡、劉雲、徐麗文、林均翰、曾劭義、張又水、曾琬玲、徐緯棕、徐偉晟、張仕



賢、巫政哲、饒永吉、黃筱鈞、李以諾、徐偉國、鄒皓冀、李家齊、李家誠、徐杰、

鄒芯妤、巫京諺、巫羿萱、黃宛柔、謝原、謝寧禱告，願他們一生都跟隨主、服事

主、成為敬虔愛主的後代，求 神為他們預備將來的婚姻，是愛主的弟兄、姐妹，

並帶領他們前面的道路，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本週查經班：週二暫停一次，週三到週五早上 8：00〜9：30 在教會一樓。 

(查經經文：撒母耳記上 30:1-15、30:16-31、31:1-13) 

※小組聚會: 喜樂小組 12/26 (二)晚上 7:00 在翁芳芳姐妹家。 

            愛家小組 12/19 (二)晚上 7:30 在方美珠姐妹家。 

            活水小組 12/21(四)早上 9:40 在教會一樓。 

※成人主日學：12/24 早上 8：30 在教會一樓。 

 

上週財務徵信錄：2017/12/4~2017/12/10 

主日奉獻：2830 

什一奉獻：#020 5000  #030 5200  #002 2300 

宣教奉獻：林信昌 10000  黃全州 2000  楊秀治 3000  黃以琳 10000  

 (建堂第一階段所需經費 900 萬，目前累計 229,700 元，差額-8,770,300) 

支出項目：事務費、福音事工、3C 周邊設備。 

上週財務更正：上週支出 73453  上週餘絀-52143 

上週收入：40330 元        上週支出：5975 元          上週結餘：34355 元 

----------------------------------------------------------------------------------------------------------------------- 

「省一杯咖啡，救一個靈魂專案」每週徵信： 

年度預算 160 萬元       〇累計收入：$1,194,381       〇預算差額$-405,6199 

【 聖工事奉 】 【 聚會內容表 】 

項目 本週 12/17 下週 12/24 項目 時間 地點 

司會 陳鴻琳弟兄 曾貴珠姐妹 主日崇拜 週日早上 10：00 教會一樓 

敬拜 
王明玫師母 
李如恩姐妹 

李佳恩姐妹 
李如恩姐妹 

成人主日學 週日早上 8：30 教會一樓 

證道 李進春牧師 陳鴻琳弟兄 查經班 
週二至週五 
早上 8：00 教會一樓 

司琴 李佳恩姐妹 王明玫師母 小組聚會 週間 兄姐家、教會 

聖餐   得勝者 週五早上 9：15 大西國中 
招待 林亭貞姐妹 方美珠姐妹 兒童活動 週六早上 9：30 教會一樓 
奉獻 方美珠姐妹 陳鴻琳弟兄 永不放棄禱告會 週二晚上 7：00 教會一樓 
投影 徐偉國弟兄 徐偉國弟兄 青少年聚會 週日下午 1：30 教會一樓 

兒主 曾貴珠姐妹 王明玫師母 苗栗看守所 每五週一次 看守所 

愛宴 外叫 外叫    



謝飯 溫素芬姐妹 方美珠姐妹    

 
 
 
 
 
 
 
 
 
 
 
 
 
 
【教會的看法】 
◎奉獻 
  奉獻是每位基督徒應盡的義務及蒙福的途徑（瑪拉基書 3:10），若你還不
是基督徒，可以不必奉獻。 

◎政治： 
  政治的層次遠低於神國度的層次，因此我們尊重會友個人的政治立場及
所支持的黨派。請勿在教會中談論政治，以免引起無謂的爭論。 

◎借貸： 
  我們鼓勵會友於見到教會兄姊在衣食上短缺時主動免費供應，但不鼓勵
會友間有借貸或其他金錢上的往來。 

◎互助會： 
  若有會友起會，這純屬個人行為，請勿在會友間邀人加入互助會。 
◎工商服務業： 
  我們尊重各行各業，會友可以被動地受託為兄姊服務，但請勿在會友間主
動推銷產品或服務。 

相片 2017.12.17- 227林信昌長老王寶田博士夫婦在苗栗造橋僑樂國小魔術
表演 

相片 2017.12.17-231與林信昌長老王寶田博士夫婦關心剛受洗沒多久的劉
義郎弟兄夫婦。 

相片 2017.12.17-329林信昌長老王寶田博士夫婦在苗栗造橋錦水國小魔術
表演。 

相片 2017.12.17-367林信昌長老王寶田博士夫婦在苗栗造橋大西國中魔術
表演。 

相片 2017.12.17-548林信昌長老王寶田博士夫婦與同工關心石中臼庭園餐
廳范老闆夫婦。 

相片 2017.12.17-1-266 大西教會的弟兄姐妹與慕道朋友到草嶺一日遊。 

相片 2017.12.17-1-306 主日下午弟兄姐妹預備聖誕節向所有大西村村民發
送的祝福包。 

大西基督教會設立於 2003 年 10 月  2004 年 9 月傳道人進駐    

2006 年 1 月開始主日崇拜  2012 年 3 月搬遷現址 

傳道同工：李進春牧師、王明玫師母 

地址：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 10 鄰尖豐路 51 號 

奉獻大西教會： 戶名：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大西教會李進春 

郵局局號 0291272  帳號 0084355                               

電話：(037)544675  行動電話：0922-946248  E-mail：paul54467@yahoo.com.tw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網站：http;//www.twgr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