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聖經的服事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

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處。有人在那裏給

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

耶穌坐席的人中。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

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

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有一個門徒，就

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說：「這香

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他

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穌說：

「由她吧！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

常有我。」殺害拉撒路的陰謀有許多猶太人

知道耶穌在那裏，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的

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裏所復活的拉撒路。

但祭司長商議連拉撒路也要殺了； 因有好些

猶太人為拉撒路的緣故，回去信了耶穌。

1.有分於“主”的服事是榮幸的事

2.把握機會服事“主”

上主日講章

潘美惠牧師

約翰福音12：1- 1 1

羅馬書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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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藉著雙手的工作表達對主的愛──馬大

4.把心愛禮物送最敬愛的主──馬利亞

5.以新的生命來服事主──拉撒路

新竹聖經學院設立的目的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新竹聖經學院的概況：

看重位分和機會－把握機會

服事勇氣和決心－智慧行事

　　主說，作在最小的，就是做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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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疫情應變小組]消息
　　依據指揮中心指示9/21起，全國疫情

維持第二級警戒至10/4。本會乃持續
配合防疫措施，守護健康。
本會已恢復實體聚會：
1).主日禮拜：第一場9:00，第二場
10:30。地點：一樓禮拜堂、教育館五樓
禮堂、四樓、二樓、一樓溫柔家教室。
2).週五禱告會：一樓禮拜堂。
3).每場聚會室內80人(新北強化二級
警戒)。
4).進出教會請確實遵守防疫行動：
戴口罩、學習卡登錄、噴酒精、量體
溫、保持社交距離。
5).本會持續配合全國疫情指揮中心公
告作調整。

二、關懷年
　　本會今年主題為「關懷年」，主題經

文「我們愛，因上帝因愛我們。」
《約一4:19》，關懷標語「為你禱
告，為你祝福」請信徒一起響應關
懷主內肢體、彼此連結，給予溫暖和
愛，建立愛與恩惠的教會。週報背面
每週刊登「本週關懷行動」請落實關
懷行動。

三、福音主日
　　〈本主日〉歡迎信徒邀請親朋好友們參與禮

拜、認識福音。

四、受洗研道班課程10-3
　　〈本主日〉上午10:30-12:00於牧師館三

樓會議室，徐慕德長老主講：開始你的
新生活。

五、發放第四季服事表
　　〈本主日〉請同工務必閱覽服事表，留

意新一季服事安排，確實記錄自己的服
事時間並預備心服事神。

六、聖誕週期[待降節期]禁食禱告
　　〈11/9-12/24〉共40天120餐，請擇一餐

禁食禱告，敬邀信徒參加連鎖禁食禱告
行動，請將禁食禱告決志單投入奉獻袋
或招待處決志箱，亦可小組集體報名，
10/17(日)截止。

七、見習小組⾧培訓8-3
　　〈禮拜六〉上午9:00-12:00教育館四樓

上課。

八、十月份早天祈禱會
　　〈下主日〉清晨6:00於禮拜堂舉行，主

理徐淑惠長老。

九、「聖禮典」恭守聖餐禮拜
　　〈下主日〉是世界聖餐共同主日，上午

一、二場禮拜舉行本年度第五次聖典
禮，邀請已信仰告白洗禮的信徒領受與
主同坐席的恩典。

十、小會會議
　　〈下主日〉中午12:30於牧師館三樓會議室

召開，12:00備餐。

十㇐、財團法人董事會會議
　　〈下主日〉小會會議後於牧師館三樓會

議室召開。

十二、主日學恢復實境上課
　　每主日上午9:00兒童主日學、中學主日

學；中午12:30高中班恢復上課。

十三、小組恢復實體聚會
　　九月起，請各小組員按照時間、地點聚會。

十四、受託機構2022負責人遴選
　　各事工組組長請於9/30前完成遴選2022年

度受託單位負責人，並將當選名單回報
辦公室。

一、全年度事工研討會訂11/13〈六〉舉
行，請各單位提交2022事工計劃書至
辦公室彙整，10/17(日)截止。

一、為積極推動有效防疫，各處室備酒精並
隨時作消毒工作，請放心使用。

二、推動[333Watcher守望代禱]，請信徒隨
時守望，等候主來。

一、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嚴峻，本會年度事
工(八、九月份)除各事工組組長指導
下允可辦理外，全部事工乃暫停至九
月底，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警戒解
封與否，再恢復正常。

二、《教育組》
　　邀請對主日學服事有意願

的的弟兄姊妹一起加入主
日學～請掃描Qrcode填寫
問卷能與您聯繫。



  

         

 

      

   
   
   

一、9月起全面恢復小組實境聚會：
　　1)、聚會場地通風、拉大間距，禁止飲食。
　　2)、加強關懷守望、靈修分享，互相代禱。

3)、參加小組聚會請攜帶聖經，聚會中操練
333W守望禱告。
4)、教會備小組奉獻袋，請至辦公室領取。
5)、待降節期40天禁食禱告，請小組認領
報名。

〈男士〉
[石榴樹/陳志中]九月份庭園打掃。
[蘋果樹/李源灝]陳慈賢健康。

〈婦女〉
[讚　美/陳秀慧]莊菊、林雪麗、陳彩鳳、

蔡秀惠、陳秀慧、林麗萍、
林陳阿麗(廖素眞的婆婆)健康。
賴姵妏住院。張淑惠9/30手術。

[溫　柔/李秋慧]呂毓涵的婆婆楊蔡志英
8/18過世，9/28舉行傳統
告別式，願主安慰遺族。

[喜　樂/劉鳳連]鍾嘉方的父親鍾杰輝9/3
過世，願主安慰遺族。

張殿英、陳博倫夫妻(許素真長
老在美國的女兒、女婿)代禱。

[恩　典/黃雅玲]潘玲華的母親陳雲卿9/10
過世，9/24完成入殮火
化，願主安慰遺族。

[信望愛/鄭彩雲]蔡馨至(蔡宜秀的弟弟)代
禱，李馬不成(李芷嫻的
母親)代禱。

[仁　愛/石煖玉]王桂培(王麗芳的父親)北
榮加護。

[感　謝/丁麗美]杜月美住院仁濟醫院。

[恩　慈/鄭明珠]鄭茉莉代禱。

〈社青〉
[恩　惠/翁倖誼]為翁倖誼懷孕代禱。

[磐　石/賴佳伶]鄭新珮懷孕代禱。

[多　果/張志豪]羅大軍的父親羅火煉健康。

[活　水/賴源璋]劉光益的母親楊月娥健康。

〈青少〉
一、獎學金申請：10/10(日)前繳交成績單

給小組長或張惠雯幹事。

[腓立比/鄭育丞]林鶴修9/28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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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值月:余添和長老0931170017；李環陵執事0930479086

陳明正 劉鳳連 鄭彩雲

田秀娟 

男士牧區 香柏樹小組

陳麗芬 黃雅玲

謝鎮聰、劉俊義

 (10/3)

   

 

   

   

 

蕭瑞和       讚美團
黃徽哲(5樓) 鄭偉銘(4樓)
張焜城(1樓) 王秀鳳(1樓)
李秀芬 李豐榮 張永妹
何桂卿 王文杰 李秋慧
陳淑瓊 廖月女 王淑妙
葉　雷
陳志中 劉鳳連 黃美惠
丁麗美
林玟妗插花團隊
李文翰 劉衍丰
李源灝 李泰昌 李晨翰

林意芳 張意玟
黃徽哲(1樓) 吳崇仁(1樓)
鄭庭安(1樓) 王蒨薇(5樓)
賴青芝 但以理小組

石金枝 郭淑美 尤麗亞

李雅嵐 周駿威
李晨翰 李仲頤

徐慕德       洪雅莉
黃樹松(5樓) 陳美香(4樓)
張經宜(1樓) 李環陵(1樓)
鄭彩雲 王婷玉 張錦雲
吳月雲 蕭錦泉 王督智
王先雲 劉鳳連 陳美棗
吳俊慰
陳麗芬 李秀芬 黃雅玲
詹小紅
林玟妗插花團隊
劉俊義 李晨翰
李源灝 李正義 張宇晴

賴源璋 李仲頤
蕭錦泉(1樓) 黃以安(1樓)
鄭美如(1樓) 鄭偉銘(5樓)
黃惠謙 伯特利小組

游喬蓉 陳秀慧 薛碧慧
李珍瀅
傅翰妮 林珈亘
李衍一 李晨翰

劉鳳連、林靜江、

鄭彩雲、蕭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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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以上男士)

 橄欖樹(教育館4樓)
 石榴樹(教育館4樓) 蘋果樹(教育館2樓)

7:30香柏樹(5樓梯廳) 光鹽(教育館4樓)
8:00棕櫚樹(牧師館3樓)葡萄樹(南夾層)   

(40歲以上婦女)  

 喜  樂(橄欖園) 

 新生命(王翠惠家) 7:00
 信望愛(教育館五樓梯廳) 7:30
 恩  典(良 善 家) 7:30
 和  平(南 夾 層) 8:00

感   謝(橄欖園)       上午9:30
基   甸(張嬌珍長老家) 下午2:00
彩   虹(良善家)       晚上6:00

 讚  美(橄欖園)

 溫　柔(教育館3樓)

 仁  愛(良善家) 
 恩  慈(教育館5樓梯廳)

(40歲以下社會青年)

約書亞(南夾層) 愛加倍(教育館4樓)

 磐  石(南夾層)  活  水(教育館2樓)

 迦  南(溫柔家)   基訓(良善家)
 恩  惠(南夾層)   伯特利(地下室)

 多  果(教育館2樓 )

(國中以上在學青年)

 腓立比(溫柔家)      陽  光(地下室)
 耶利米(教育館3樓)   豐  盛(良善家)   
 拿撒勒(教育館2樓)但以理(教育館5樓)  

證道　 黃旭正牧師

主題　 衝突與和解

經文　 哥林多前書11：17-34

禮拜日上午9：00台語
禮拜日上午10:30華語
  

每月第一主日上午6:00
禮拜四晚上7:30(耶路撒冷守望代禱)
禮拜五中午12:00(禁食禱告)
禮拜五晚上8:00(全教會)

禮拜三晚上7:30婦女詩班(禮拜堂)
禮拜六下午1:00讚美團  (禮拜堂)
禮拜六晚上7:30聖歌隊(教育館五樓)
  

禮拜日上午9:00兒童主日學(教育館3樓)

禮拜日上午9:00國中主日學(良善家)

禮拜日中午12:30高中主日學(教育館4樓)

牧人據點 禮拜二上午9:00(教育館5樓)
  

每月第二禮拜日上午10:40(教育館5樓)



上午9:00

宣 召 …………………………… 許聆爾姊妹

讚 美 咱著敬拜主上帝
請來耶穌阮所盼望
祢信實何廣大

會眾一同

使徒信經…………………………… 會眾一同

祈 禱 …………………………… 蕭瑞和長老

聖 經 …歌林多後書四：13-18…蕭瑞和長老

詩篇116：16-19

證 道 …我信，所以我宣揚… 黃旭正牧師

回 應 538首我心大歡喜，主踮身邊

有福的確據
會眾一同

禱 告 …………………………… 黃旭正牧師

奉 獻 … 380首甘心的奉獻… 會眾一同

公 禱 …………………………… 黃旭正牧師

聖 詩 396首今欲散會，求主賜福會眾一同

祝 禱 …………………………… 黃旭正牧師

阿 們 頌 …204首Coda哈利路亞… 會眾一同

殿 樂 …………………………… 讚 美 團

上午10:30

宣 召 …………………………… 張意玟姊妹

讚 美得勝的宣告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榮耀的呼召

會 眾 一 同

使徒信經 …………………………… 會 眾 一 同

奉 獻…………………………… 會 眾 一 同

禱 告…………………………… 林意芳姊妹

聖 經…歌林多後書四：13-18…林意芳姊妹

詩篇116：16-19

證 道…我信，所以我宣揚… 黃旭正牧師

禱 告…………………………… 黃旭正牧師

回 應…… 有 福 的 確 據 …… 會 眾 一 同

祝 禱 …………………………… 黃旭正牧師

讚 美 …………………………… 會 眾 一 同

          使徒信經  (華語)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與弟兄姊妹分享小點心和生活點滴的小確幸，

帶入神同在的喜樂幸福。

華語主日禮拜台語主日禮拜

本週關懷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