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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靠聖靈得生  靠聖靈行事 

年度經文：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

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五章 24-25 節）  

本週背誦經文：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

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加拉太書六章 9-10 節) 

                                                            

本週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 員／講 題／經 文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07:30~08:50 

地下室會堂 

 曾文毅 弟兄 

【神兒女的自由】 

 加拉太書第五章 1~6、13~18 節 

李清光 陸維芬 張恩齊 林于程 橄欖樹 2 

第二堂 09:10~10:40 

地下室會堂 
王相禹／大詩班 

林聖恩 
黃宗欽 

葉  昇 

萬華小組 

區娜莉 

林美月 

第三堂 11:00~12:30 

地下室會堂 
林冠穎 許知曉 雅歌小組 

英語堂 11:00~12:30  

四樓 會堂 

 Clement Cheng 

【Remain in Christ to be fruitful】 

 John 15: 1-4 

劉佩君 李詩青 周雅涵 車  莎 
邵秀珠 

王慧婷 

當日聚會場地表  

時 間 主 日 聚 會 地            點 

07:00 清晨守望禱告 2 號 地下室 副堂 

09:1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4 號 3 樓-1 

09:00 青少年預備班 (12 歲) 2 號 4 樓會堂 

09:10 尋真團契 (13-15 歲) 中正公民會館（忠孝東路一段 108 號 8 樓） 

09:10 慕義團契 (16-18 歲) 4-1 號 7 樓（青年館) 

11:00 兒童主日學 0-3 歲：7D╱4-6 歲：3C＆3E╱7-11 歲：4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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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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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兒女的自由 

日期：2014 年 4月 27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曾文毅 弟兄 

經文：加拉太書第五章 1~6、13~18節 

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2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

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3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地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 4 你們這要靠律法

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5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6 原來在基督耶穌

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14 因

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16 我說，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

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前言 加拉太書第五章「自由大憲章」 

一、 蒙召得自由（5：1、13） 

自由 － 作ˍˍˍˍ所獲得的自由（4：1-7） 

二、 自由的誤用 

1. ˍˍˍˍ自由（5：2-4） 

2. ˍˍˍˍ自由（5：13、15、19-21、26） 

三、 如何善用自由 

1. 等候所盼望的ˍˍˍˍ（5：5） 

2. 憑信心行出ˍˍˍˍ（5：6） 

3. 順著ˍˍˍˍ而行（5：16-18、25） 

四、 善用自由的生命 

1. 以愛服事（5：13） 

2. 聖靈果子（5：22-23） 

3. 尊主為大（5：24） 

結語 善用神兒女的自由－以信心為基礎，以基督為盼望，用愛心互相服事，

在聖靈裡完全基督的律法。 



教會動態  

1. 本教會吳勇長老「等候父所應許的」一書，

於 4/27（主日）隨週報發放。為鼓勵全教會

一起閱讀，推動方式分為：1)5-9月在小組

中閱讀。2)5/25-6/23下午 1:30-3:00在教

會二樓舉辦五次讀書會，歡迎未參加小組的

弟兄姊妹到櫃臺報名。 

2. 五月份靈修材料「豐盛人生」4/27(主日)、

5-6月的「禱告手冊」出刊，弟兄姊妹請至

主日櫃檯購買或領取。 

3. 6/7（六）舉行「夏季水禮」，凡清楚重生

得救而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請把握機會踴

躍到櫃台報名，5/25報名截止。 

4. 2013 年度奉獻收據已開出，使用什一奉獻專

用袋的弟兄姊妹請至奉獻專用架上拿取；無

按月奉獻專用袋者可到櫃檯領取。負責同工

黃添妹姊妹，分機 506。 

5. 7/4-6「親子成長營」招募願參與服事兒童

的同工，意者洽方怡文傳道(分機 517)。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顏嘉佑弟兄與趙芳姊妹，於 5/3(六)10:00在

教會地下室大堂舉行結婚感恩禮拜，願神賜福

這對新人。 

【事工代禱】 

4/29 姐妹會年度春季郊遊，求神賞賜美好的天

氣，賜下喜樂的心，保守每位參加的人出入平

安。 

【宣教關懷】 

5/5~9差派老師前往海外培訓，請為老師備課

及授課所需的體力與靈力禱告，並出入交通平

安、授課果效守望。 

【國家社會】中央銀行(2014 中正區禱告手冊) 

主啊！為國家最高金融貨幣中心─中央銀行總

部禱告！袮說不公平的法碼、兩樣的升斗、詭

詐的天平都為袮所憎恨。求袮將公義、正直的

靈充滿在此。願袮使央行領導人顧念百姓、體

恤勞工階級的生活所需，讓他有從袮而來的智

慧，幫助國家金融能在穩定中發展。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第四屆教會盃親善足球賽 
5/24（六）9:00~18:00華中河濱公園 

賽後享用晚餐及磐石樂團表演 
歡迎邀請未信者一起聯誼 

報名費：每人 200元（含球賽、保險、晚餐） 

只參加晚餐者 100元 

交  通：自行前往，備有免費停車場 

對  象：歡迎揪團報名，年齡不限 

請至櫃檯索取報名單 

聯絡人傅博文弟兄 0936-533321 

秘書黃添妹 2393-5542分機 506 

五月份敬拜系列講座課程 

靠著聖靈幫助，我們可以成為更合神心意

的敬拜者和事奉者！ 

敬拜部歡迎有心在敬拜與事奉上造就的弟

兄姐妹，一同參與相關系列講座與課程！ 

★敬拜系列講座： 
主題：5/09(五) 靈裡尋真的敬拜者     

5/10(六) 肯為主活的事奉者 

講員：黃奕明  牧師 

時間：19:00~21:00 

201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合家歡協會年會邀請函 

本會敬邀會員、志工、及所有支持關

心合家歡協會的弟兄姊妹們，一同參加合

家歡第 103 年年會。當天本會將介紹這一

年協會事工成果及進行第四屆理監事會改

選。會後同時歡迎大家踴躍蒞臨參加主題

講座：不必避談「癮」。 

時間：2014年 5/18(日)下午 12:30 

地點：教會 2樓理監事改選 

 

司琴初階訓練課程 
育成部兒童牧區歡迎具基本鋼琴基礎，願受

司琴裝備的弟兄姐妹參與本次訓練課程。 

★課程內容： 

1)了解基本和弦概念。 

2)範本練習   

3)個別指導：每 2個月安排一次兒童牧區司

琴服事，在實際操練中更精進 

★師資：蔡毓芳姐妹 

★時間：5/4、5/18、5/25（主日） 

下午 1:30～3:00 

★報名：請洽主日櫃台、3C幼兒組櫃台或

張婉華姐妹（分機 521） 

耶穌！母親節送媽媽最好的禮物 
5/11 母親節，清志弟兄將邀請他的母親，

詹懷德姊妹來分享她人生中如何靠著神，

渡過種種的境遇，歡迎大家邀請您未信主

的母親，一同找到那生命的力量～ 



 

本週壽星 弟兄： 陳卿瑞、吳世璋、許肇鱗、李軒昂、張文叡、郭恩孝、黃庭維、錢關麟、劉文彬 

李忻恩、甘  彬、屠金鑑 

 姊妹： 湯子萱、陳慧淳、江佳瑛、曹劉碧霞、王瑤琪、劉水清、吳書嫺、邱佳霖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第一堂 第二堂 英語堂 合計 週三禱告會 

人數 351  369  21  741  20 
 

堂別 
幼幼 II 
0-3 歲 

幼幼 III 
0-3 歲 

幼兒 II 
4-6 歲 

幼兒 III 
4-6 歲 

兒童 II 
7-11 歲 

兒童 III 
7-11 歲 

青少年 
預備班 

尋真 
13-15 歲 

慕義 
16-18 歲 

真愛 
19-24 歲 

人數 9 11 11 13 38 安置 9 參加大堂 25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感  恩 國外差傳 為耶穌行走 

筆  數  48 筆 3 筆 6 筆 17 筆 

金  額 11,800 572,900 51,000 9,500 18,3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5 月 4 日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招  待 

第一堂 

李瀞淵 

藍安良 吳麗秋 陳  緯 林穎知 鍾麗玉/尤曉貞 

第二堂 
陳石麟/樂  團 

林韋翰 鍾坤岳/陳振中 板橋小組 

第三堂 蔡傑瑞 林穎真 以勒小組 

英語堂 
Tim 

Yates 
謝翠玲 游玉真 徐百瑩 張文叡 邵秀珠/曹黃美慧 

  

2014 年三月收支表 

奉獻收入 聖工費用支出 

1.主日奉獻 $77,069 1.什費 $68,447 11.差旅費 $35,326 

2.什一奉獻 2,597,856 2.捐贈奉獻費用 284,500 12.特支費 9,864 

3.感恩奉獻 244,700 3.水電費 50,838 13.租金費用 445,332 

4.其他奉獻 59,868 4.印刷費 45,214 14.退休金費用 75,919 

5.宣教事工奉獻 2,500 5.供給(含神學生) 1,309,753 15.郵電費 34,048 

 

 

*本月奉獻收入合計 

$2,981,993 

*2014 年度結餘 

$-2,034,924 

*差傳奉獻轉出 $133,000 

*靈修院奉獻      $500 

6.修繕費 5,722 16.影音製作

費  

3,852 

7.其他費用  9,500 17.活動補助 45,474 

8.保險費 120,079 18.演講費 24,000 

9.代收款 -12,658 19.書報費 44,639 

10.文具用品 260 20.購置設備   14,768 

*本月費用支出合計$2,614,877 

長老：顏順志    行政部長：王憶靜   會計：黃添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