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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員／講題／經文 領 會 司 琴 詩 歌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陳栐坤長老 

【我準備好了嗎？】 

馬太福音第廿五章 1-13 節 

章主恩 黃子琦 

1. 每當我瞻仰祢（新歌頌揚） 

2. 寶架清影（讚美 412） 

3. 儆醒迎主（讚美 107）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温  翎 

陳雯嫻 

大詩班 

1. 榮耀歸神（讚美 5） 

2. 我心靈得安寧（讚美 296） 

3. 詩班獻詩：祂看故麻雀 

4. 你真肯嗎 恩主問道（讚美 419） 

5. 我的燈需要油（讚美 174）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悅齡敬拜 11:00-12:00 

2 樓會堂 

吳松霖長老 

【生命的活水】 

約翰福音第四章 3-18 節、25-29 節 

李  豔 鄧艷虹 

1. 奇妙的救主（讚美 30） 

2. 生命泉源（讚美 113） 

3. 靠主有福（讚美 248） 

4. 注目看耶穌（讚美之泉）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楊璦寧 李軒昂 傅幸惠/李盈錚 

第二堂 蔡傑瑞 高志明 

葉聿文 

張熒真/洪千雅/周雅苓/顧  娟 

第三堂 陳鼎元 詹宜澤/吳燕玲/王永翔/洪靖堯 

悅齡敬拜 章慧玲 鍾坤岳 劉愛平/洪瓊珠 

當日聚會場地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地下室副堂 

09:10 /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 / 4-6 歲：3C＆3E / 7-11 歲：4 樓 

09:10 青少年預備班 成功中學 4 樓 410 教室（音樂科資源中心二） 

09:10 尋真團契（13-15 歲） 成功中學 4 樓教室 

教會異象： 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 我們要建立一群成熟（活出愛）的基

督徒，靠著 神的恩典，來服事這世

代的華人及教會。 

 年度主題：見證福音的盼望 

年度經文：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的

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節） 

 具體表現：在人需要上看見我責任 
29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

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31 偶然有

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

樣從那邊過去了。33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34 上前用油和酒倒

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他。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

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路加福音第十章 29-35） 



我準備好了嗎？ 

日期：2021年 3月 28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馬太福音第廿五章 1-13節 

前言：主耶穌要我們儆醒等候，迎接祂的再來。 

大綱： 

一、要 迎接主再來（第 1-4節） 

1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2 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3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4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二、要 迎接主再來（第 5-7節） 

5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6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

他！』7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 

三、要 迎接主再來（第 8-13節） 

8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9聰明的回答說：『

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10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

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11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

主啊，給我們開門！』12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13所以，你

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更深的認識？ 

2. 主確定會再來，對於期待這個應許，我的態度有何被提醒或得幫助的地方？ 

3. 聽完今天的信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教會動態  

1. 4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已經出

刊，弟兄姐妹可至櫃臺購買。 

2. 復活節期例行聚會調整，請弟兄姐妹們

注意以下兩點： 

‐ 3/31週三禱告會暫停乙次，請各位弟

兄姐妹預備心參加4/2（五）晚間的

受難日禱告會（19:30-21:00在教會地

下室舉行）。 

‐ 4/4（主日）配合復活節期活動，當

天沒有擘餅，當月擘餅聚會改至4/11

（主日）舉行。請弟兄姐妹們注意。 

3. 復活節期育成部聚會調整，請弟兄姐妹

們留意： 

‐ 學生牧區真愛 /慕義團契：參加4/2  

（五）受難日禱告會，4/3（六）聚

會暫停乙次。 

- 兒童主日學幼兒組：4/4復活節主日只

有第三堂時間11:00-12:30進行教學。 

‐ 兒童主日學兒童組：4/4復活節主日只

有第二堂時間9:00-11:00進行教學。 

 

 

本週代禱事項  

【宣教關懷】 

《柬埔寨高涅》史偉家、徐葳葳宣教士夫婦 

1. 為大典一家願意認識耶穌、靠近耶穌感

恩。也為這一家人在灰心絕望中，能經

歷 神的憐憫和拯救禱告。 

2. 老尹哥哥的健康狀況不見好轉，太太的

身體也不好；為他們在這樣的景況中仍

願意持續禱告，經歷主而感恩。求主施

恩惠，幫助老尹哥哥夫妻倆經歷耶穌醫

治大能。 

3. 求主不斷賜下機會，讓宣教士能接觸到

可以分享基督信仰的對象，讓人同得福

音的好處。 

4. 求主藉著環境興起異象，向高涅人啟示

祂自己，吸引更多人認識耶穌。 

5. 求主賜下拯救的恩典，讓人願意查考聖

經，有家庭福音小組興起；這一年在高

涅，能有更多人清楚重生得救，受洗加

入教會、成為肢體，專心跟隨主。 

6. 2 月底柬埔寨爆發最新一波社區感染，

已經進入九個省，且持續擴大中，恐慌

重新蔓延，求 神竭力保守。 

7. 葳葳宣教士的工作證還在審理中，為警

察沒有上門為難感恩；請代禱能在四月

中旬的柬埔寨新年前收到工作證。 

8. 為宣教士夫婦的身體健康、住處平靜沒

有攪擾及家人平安感恩。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4/13（二）至 5/12（三），是今年穆斯林的齋戒月。 

讓我們和全球的弟兄姐妹們在這段時間一起為穆斯林世界

禱告。 

對基督徒來說，目前最受到壓迫的前十個危險國家，就有

七個是伊斯蘭政權。禱告是一個行動，一個帶來和平、改

變社群、讓神國更臨近世人的行動。 

讓我們一起點燃靈火，為各城市散居的穆民禱告。 

（邀請您至櫃臺索取手冊） 

福音茶會 
從豆子，杯子，到人生——精品咖啡烘豆師 Barista 和您

分享如何用生命沖出一杯人生的精品咖啡  

時間：4/1（四）13:30～15:30 

地點：教會 4 樓 

主辦：弟兄讀書會 

歡迎大家來享受精品咖啡、點心和生命故事 

啟發餐會 
防疫期間，我們以盒餐、美味湯品、水果，加上精心製作

的影片分享福音。歡迎介紹親友、有興趣的人參加。 

自 4/8 起連續 12 週，每週四 12:00-14:00 在教會 4 樓舉行。  

有八位來賓以上開辦。 

他為了我 
2021 年復活節期系列活動 

在經文默想、靈修、禁食和禱告中 

與 神對話、更親近 神，享受 神的愛； 

在復活節清唱劇的詩歌和信息裡 

思想耶穌為我們受難與復活的意義， 

更深體會我們與 神的關係。 

活動項目和時間 

• 復活節前 40 天靈修 2/17~4/3： 

「大齋節期靈修—和耶穌聊聊天」 

每日靈修影音材料透過教會臉書專頁和 Church+ 

發布，弟兄姐妹可透過禁食禱告的方式來靈修 

• 受難日禱告會：4/2 (五) 19:30~21:00 地下室會堂 

• 4/4 復活節主日「各各他之愛」清唱劇： 

9:10~10:40、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當天第一堂主日敬拜暫停一次） 



本週壽星 弟兄：謝德光、葉  昇、陳  緯、葉朝賢、趙  瑋 

   姐妹：曹美雀、張曉風、羅小嵐、賀  鈞、邵淑芬、曾秀珍、黃子琦、許知曉、林正芬、 

 蔡亞萍、張元珍、王琇貝、施慧芸、易星咅、朱蘇翠玉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悅齡敬拜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52 156 176 44 428 16 
 

堂別 
幼幼-2 

0-3歲 

幼幼-3 

0-3歲 

幼兒-2 

4-6歲 

幼兒-3 

4-6歲 

兒童-2 

7-11歲 

兒童-3 

7-11歲 

兒童 

安置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歲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3 4 13 10 31 9 7 10 31 16 12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筆  數 -- 40 筆 3 筆 

金  額 11,510 278,200 3,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4/4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二堂 

杜榮華 

長  老 

吳松霖 

何恕瑜 

劉蕙汝 

聯合詩班 

樂  團 

胡若眉 

黃華敦 

黃宗欽 

而立小組 

第三堂 
黃信恩 

恩典小組 

高志明/林麗琴 

悅齡敬拜 胡兆輝 魯平正/黃美慧 

110年二月份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173,250 1.捐贈奉獻費用 $456,228 11.書報費 $25,656 

2.什一奉獻 2,174,385 2.供給 2,642,007 12.退休金費用 92,268 

3.感恩奉獻 84,411 3.保險費 10,000 13.租金費用 344,234 

4.其他奉獻 21,150 4.修繕費 16,189 14.購置設備 90,146 

5.宣教事工奉獻 9,000 5.勞務費 8,000 15.郵電費 6,086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462,196 

*110 年度結餘  -$1,055,030 

*差傳奉獻轉出    $214,000 

*靈修院奉獻     $17,000 

6.神學生補助 78,000 16.印刷費  25,327 

7.活動費 15,324 17.特支費 22,939 

8.什費 100,444 18.水電費 6,206 

9.暫付款 -66,546 19.訓練費 5,000 

10.代收款 -177,452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3,700,056 

行政長老：林行健 會計：黃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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