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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週刊 
竹南聖教會歡迎您 

 

 

摩西、亞倫這樣行；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們，
他們就照樣行了。 

──出埃及記 7章 6節 

 

 

 

第 2117 期      2021 年 04 月 25 日 

 

 

 

 

  

 

 

 

 

     

 

 

 

教會網站       FB 粉絲專頁       Youtube 影音       主日講道 

【主日程序】……………………………………………  2 

【教會消息】……………………………………………  3 

【代禱事項】………………………………………………3 

【讀經進度】………………………………………………3 

【聖經講道】夠了！別再協找藉口了！…………………4 

【主日服事同工、聚會時間】…………………………  12 



 

 2 Action週刊 

主日敬拜程序 
敬 拜： ---------------------  ---------------------- 神話樂團 

※如要奉獻，請自行將奉獻投入二樓樓梯口的奉獻箱 

要將十分之一奉獻給神(瑪 3:10)，並且是甘心樂意(林後 9:7) 

報  告： ---------------------  -----------------    葉素珠姊妹 

講  道： ------- 擺脫舊人，成為新人(出 7:14-25) --    黃銀成牧師 

回  應： ---------------------  ---------------------- 神話樂團 

祝 禱： ---------------------  -------------------- 黃銀成牧師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阿們！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
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
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 下
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升天
後，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
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
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
生。阿門。 

 
※教會財務報告： 

 (1)上週奉獻明細  (如需要奉獻編號者，請找金英姊，謝謝!) 

※主日奉獻：2250 
※什一奉獻：[#05]1500、[#55]500、[#56]5000、[#129]3000、[#165]200、

[#132]2000、[#1060]5000、[#郭卉婷]4700 

※感恩奉獻：[#蔣士珍]1000、[#57]10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 

【教會建堂基金】 :  
（目前累計:163846 元）    

※註：保羅基金為提供肢體裝備、訓練、短宣等屬靈事工，今年上、下半年度的預算各為五萬元，共

計十萬元，請弟兄姊妹奉獻、支持。 
 

(2)3月財務報告：(製表：金英姊)    

收入 支出 餘絀 銀行存款(含現金) 定存 教會總餘款 

227,882 159,302 68,580 962,016 500,000 1,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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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行政 

1、 歡迎新朋友、弟兄姊妹全家一同來參加主日禮拜，願神施恩賜福。 

2、 主日服事同工招募中，服事項目分別有：一、二招待、拍照、直

播、音控、投影...等多種服事，鼓勵兄姊參與任何一項來服事，相

關諮詢請洽行政同工。 

3、 三月份財務已經出來，內容參閱第二頁，請關心、代禱！ 

4、 因五月份的愛餐目前尚無人登記，所以五月的愛餐就先暫停。 

5、 因應目前政府於週四、五限水，如這二天要使用廁所的弟兄姊妹，

請盡可能使用廁所內的備用水沖水、洗手。 

 

◎事工 

6、 明年為教會設立 70 週年，將要出版紀念特刊，邀請大家能踴躍投

稿，分享見證，可將稿件交給鳳美。 

 

◎牧養 

7、 本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歡迎大家上課，接受屬靈裝

備。 

8、 五月份靈修書「活潑的生命」已經來了，可向招待同工購買。讓神

的兒女天天讀經、領受神的話語，本週讀經進度列在下面。 

 

【代禱事項】 

1、請為台灣目前水情告急代禱，求主賜下雨水在水庫。 
2、請為教會的各小組代禱，求主堅固教會的牧養工作。 
3、請為教會向大陸商廠購買椅子代禱，求主看顧一切進行順利。 
4、請為黃培懷孕代禱，預產期在五月底，求神保守。 

【讀經進度】 

04/25(日) 

04/26(一) 

04/27(二) 

04/28(三) 

04/29(四) 

04/30(五) 

05/01(六) 

05/02(日) 

靈修：出 9:13～26 

靈修：出 9:27～35 

靈修：出 10:1～11 

靈修：出 10:12～20 

靈修：出 10:21～29 

靈修：出 11:1～10 

靈修：出 12:1～13 

靈修：出 12:14～28 

由教會錄製每日的靈修分

享，可至教會 youtube，或

至下方 Qrcod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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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講道】        夠了！再找藉口了！ 
──常見基督徒不願服事的 5 個藉口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出埃及記 3:11-4:14  

生活當中有很多的藉口！忙碌、工作上的不

適任…我們常找了千萬的理由、藉口。孩子也是

如此，叫他做家事、洗碗、拖地也總是會有各種

的藉口、理由。我們的生活中或是此時此刻也被

藉口搪塞住了？ 

創世記中所提到的伊甸園是非常的美好，神

愛人沒有任何的理由，祂為亞當、為人類創造了

一個極美的伊甸園，可是當人類犯罪之後卻充滿了理由。當上帝問亞

當：你為什麼吃了我特別吩咐你不可吃的分別善惡的果實？亞當找的藉

口是：就是因為祢所創造的那個女人。上帝問夏娃同樣的問題，而夏娃

的回答是：是因為祢所創造的那一條蛇。大家都在找很多的理由來推卸

責任！我們要一起來思想：你是否習慣性的找藉口？如果是這樣！求神

幫助我們透過出埃及記 3 章 11-17 節一起來思想：不要再找藉口了。 

這個故事是講到當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時候！那是一個平凡無奇的日

子，摩西正在神的山(何烈山)牧養群羊，突然間摩西看到一個異象：上

帝在焚而不毀的荆棘中顯現。摩西覺得很驚奇，因為這完全顛覆了他的

經驗！哪有一種樹被火焚燒卻沒有氣味、沒有熱度而且是沒有焚毀的？

因此當他進前觀看時聽到有聲音在呼叫他：摩西。當他準備要挨近時，

神告訴他這是聖地要他把鞋子脫下來。這是神的呼召！並且要把重責大

任交給他。 

如果神要把重責大任交給他，卻沒有告訴他應該要準備什麼？或者

是要認識什麼？那這個神就不太負責任。可是我們的神告訴摩西當你要

服事之前，有四件事是你必須認識的： 

 (1)神的同在：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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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占站之地是聖地。(出 3:5)服事之前第一件事是神的同在。我們每

一天的生活應當是聖潔的，這聖潔不是你有潔癖或是家裡打掃的一塵不

染，而是當我們每一次來到神的面前時那個「神的同在」。 

(2)神的作為：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出 3:6)祂告訴摩西要去細查神過去的作為。上帝告訴

摩西祂不但是他父親的神，也是他的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當你在服事之前的第二件事情是要知道你過去有沒有經歷「神的作

為」。 

(3)神的掌權：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

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

痛苦。(出 3:7)這裡有三個很重要的動詞！神「看見」、「聽見」、「知

道」。當你服事之前你一定要知道「神掌管一切」你的服事、困難，神

看見、神聽見、神也知道！祂不會讓你落在孤單之中。 

(4)神的邀請：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

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出 3:10)這一封邀請的帖子上帝已經放在你的身

上，你要怎麼去回應祂？但是摩西在面對這個那麼大的邀請，他卻用了

5 件事情來拒絕上帝。 

當我看到這段經文時，我真是對上帝充滿了讚嘆和敬佩！上帝一而

再、再而三的邀請摩西，如果是我；我不會這麼做！你要就來；不要就

算了。那神為什麼要給摩西呢？因為神要祝福他。今天的信息是延續上

次談到：你的恩賜是可以加值的！摩西所提到的這 5 個藉口，恐怕也會

成為你、我的藉口。 

1.模糊—我是無名小卒，上帝一定是搞錯了！ 

祢怎麼會找我這個無名小卒呢？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人家根本都

不認識我！祢怎麼會找我？他模糊了自己的身份，這叫身份的定位。今

天如果我們模糊了身份的定位的時候，就會不知道自己是誰？摩西對神

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

3:11)摩西告訴上帝：祢也幫幫忙！我到底是誰？何以能夠去見法老呢？

憑什麼能將以色列人領出來？他裡頭有很大的衝突，他覺得自己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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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摩西之所以覺得自己沒有辦法是因為他看見了自己的三重身份： 

(1)通緝犯：40 年前埃及的法老要抓他、殺他以致於他逃到米甸的

曠野。(2)老人：摩西已經是 80 歲的老人。(3)牧羊人：摩西已經在曠野

牧羊 40 年之久。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

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出 3:12)很多時候我們在服事神

的時候會有錯覺：我是什麼人？我能嗎？這樣的服事我可以嗎？但是你

要來到神的面前！你是什麼人對上帝來說不重要，神不在乎你過去那些

失敗的歷史。正確的是：神不在意我們過去是否光彩，重點在於你是否

回應祂的呼召，而且祂的同在才能使我們完成祂的旨意。 

當我在 24、25 歲時跟神禱告：神啊！如果我在 30 歲之前沒有服事

祢，等我老了我也不會服事祢，要用我就趁現在。這些年我想到我跟上

帝的禱告真是幼稚到爆。如果今天神要使用 80 歲時的我，神是可以

的！當你步履蹣跚的走在公園中時，你就可以服事神。 

神用你是因為祂與你同在！摩西 80 歲時神與他同在！感謝神，祂

今天仍然如此。祂不在乎你過去有多光彩或有多失敗，祂不在乎的。神

在乎的是你是否願意回應祂？就是如此。所以不要說你什麼都不會，神

所使用的都是願意的、單純的、渴慕的人。 

2.缺乏—我什麼都不懂，甚至還沒有準備好！ 

摩西對神說：「…他們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

甚麼呢？」(出 3:13)摩西的第二個藉口是：我什麼都不懂，甚至還沒有

準備好。所以他跟神禱告：…『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

呢？」祢是誰我都不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對聖經沒那麼了

解、對神的話語不是那麼透徹，因為我們不懂所以不要做、不想做、不

能做。你有看過小寶寶在思考為什麼要喝奶這件事情嗎？沒有！屬靈的

生命就是很自然的，我們不需要想的很透徹。有那個神學家會說自己已

經完全了解神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對神的了解都是非常的有限，我們對上帝已知的啟示「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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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一些，但是對上帝的認識卻是以管窺天。摩西在當下說：我不

知道祢是誰？祢是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這代表摩西也不認識神！他跟

上帝的關係也沒有很親密。神跟摩西面對面說話就好像朋友一樣，可是

要知道他一開始對上帝也不是那麼的熟悉。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

自有永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出 3:14) 

「自有永有」這句話非常難翻譯，英文是：I am who I am(我就是

那我是)。這些年當中我們一直在思想上帝的自我介紹：我是自有永

有。約翰福音中耶穌的自我介紹一共有 7 次：我是葡萄樹…，我是

門…，我是光…。當耶穌講我是的時候跟出埃及記 3 章 14 節是相互對

應的。那什麼是：我是？就是「過去我是」、「今天我是」、「以後、永遠

我是」。也就是：過去我在、今天我在、以後永在。這就是神的名字！

當我們覺得恩典不夠時神就是恩典。當這個世代公義不足時神就是公

義！神是：公義、憐憫、祝福、慈愛…。神的裡頭有很大的豐富！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對上帝不了解、對上帝一無所悉、有時候上帝的

作為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在服事的這些年當中，牧師深深體會到很多

時候上帝的作為超越了我的理性、理解、想像。除非我們來到神的面

前，承認神就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你要不斷的去經歷祂！所以服事神有

個特權、祝福，就是：你可以不斷的去經歷神。 

當你去陪伴一個人走過他人生的低谷時，最大的祝福就是你可以看

見一個生命的更新、改變。一個服事神的人他是懂得如何去經歷上帝的

神跡奇事！所有的神跡奇事都是在服事中發生的。耶穌五餅二魚的神蹟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們從來不會在一帆風順時經歷神跡奇事，通常是在疾病中、患難

裡…我們才會經歷神跡奇事。所以不要拒絕生命中的苦難！苦難是為了

要塑造我們生命中屬靈的特質，包括服事也是如此。 

正確的是：神是自有永有的，表示祂過去在，現在也在，以後永遠

都在。我不懂沒關係，重要的是神懂我！你不懂神沒關係，重要的是神

懂你。所以神知道你的光景，祂也曉得你的難處！我在讀神學院之前需

要經過面談，我的印象很深刻，當時的我問了老師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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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神學院 3 年、4 年學習後具備了所有的知識，可是道會講完，

我對神的認識也不是那麼透徹，那該怎麼辦？唉…這真的非常的愚蠢。 

我懂不懂神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懂我，並且神會按著時候賜

下嗎哪。感謝神！所以你不用覺得你會缺乏，因為神會供應你。 

3.膽怯—我的能力不足，我可能隨時會失敗！ 

摩西回答說：「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必說：『耶和華並沒

有向你顯現。』」(出 4:1 ) 

有一句話：多做多錯，少做少錯，那不做就不錯。所以我就不要做

省得失敗了還羞辱主的名！這是我還沒有被上帝呼召前的經驗。我在青

年時非常的熱心喜歡到處去關懷弟兄姐妹，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一同去斗六為一個姐妹禱告，求神來醫治祝福她，沒有多久她走了。 

幾次的經驗下來害我都不敢為人禱告，免得一禱告對方就走了。那

時候的經驗給我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多做多錯，那乾脆不要做就沒事

了。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我的能力不夠、可能會失敗，摩西說：如果他們

不信我那怎麼辦？神在這個時候告訴摩西三個印證(參：出 4:2-6) 

摩西當時說：他們不信我…。神就給他三個記號：杖變蛇、手放入

懷中長大痲瘋、尼羅河水變血。一而再、再而三給摩西應驗、證明！很

多時候我們覺得會失敗，需要得到鼓勵，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得鼓勵，但

是越服事神的人就越能經歷神跡奇事。 

最大的神跡奇事是你在服事神的當中會不斷的去經歷祂！從缺乏中

得到豐富、在膽怯的當中得到剛強。一開始的時候神就告訴摩西我與你

同在，直到申命記末了摩西要回天家時神仍然告知他：我必與你同在，

不要膽怯。當約書亞要接下摩西的重責大任時也很害怕，因為即將要進

入迦南美地，迦南地與曠野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樣的。 

在曠野時有嗎哪、有斑鳩，但在迦南美地卻是要去爭戰，約書亞非

常的害怕！因此神告訴他：你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很多時候我們看自

己是沒有能力的，在服事之前也會評估自己能勝任嗎？可是神要告訴我

們的是：在我們的服事當中沒有一件事是可以勝任的，但是卻可以去經

歷到神跡奇事。假如你可以勝任，那就沒有神跡奇事了！真正的服事是



 

 9 Action週刊 

只要願意就有神跡奇事。就像彼得他那能講道？他只是漁夫，要講道他

從來沒有經驗。但是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彼得只要一開口講道 3 千

人、5 千人就信主！這是神的工作。當眾人聽到彼得講道，聖經中有一

個詞很重要「扎心」。 

「扎心」是因為彼得是演講家嗎？是受過嚴謹的訓練嗎？不是的！

是因為他經歷了神跡奇事。所以我們需要學習「不要怕」。不要怕是因

為神有神跡奇事！如果神沒有神跡奇事我們才要怕。所以我們服事神不

用擔心，因為上帝會給我們神跡奇事。正確的是：神可以修復我們受傷

的心，祂要我們用信心來回應祂！為什麼你會膽怯？是因為不好的經

驗，所以你會害怕、怯步，但是神要我們用信心來回應祂。 

4.自卑—我的口才不好，我沒有任何的才能！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

話以後，也是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出 4:10 )膽怯會帶來自卑，這

是一連貫的。摩西對神說：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請問他真的沒有口

才、學識嗎？根據使徒行傳 7:22 的記載：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

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摩西是講話很有道理、作事很精明能幹的人，

只是已經過了 40 年說話行事的寶劍已經生鏽了。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

呢？豈不是我耶和華麼？現去罷，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

(出 4:11-12)神給他應許！你去，我一定會給你恩典、祝福。這是上帝給

他的保證！可是摩西心中有很強烈自我形象的卑劣，他覺得他不配、不

行、沒有辦法像過去在皇宮行事說話一樣。這是摩西的問題，很多時候

我們也會有這樣的問題，我能嗎？我可以嗎？我們找了第四個藉口：我

沒有才幹、我不行、我不能！事實上是：你沒有的！神可以給你。你不

會唱歌但你有想要服事神的心，神就給你恩賜。你不會關心人，神會給

你恩賜。神會給你恩典！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 

正確的是：我們也許有負面的經歷，但神能完全塗抹掉，因為神樂

意給人重新再來的機會！ 

神是願意給人重新再來的機會！你為什麼會自卑？是因為你曾經做



 

 10 Action週刊 

不好，曾經失敗、跌倒過。感謝神！神願意給你重新再來的機會，這是

神的恩典。 

5.不想—這事與我無關，還是讓別人去完成！ 

摩西說：「主啊，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出 4:13)最後

摩西的藉口是：他根本不想做，祢找別人吧！神祢講的洋洋灑灑…但這

是祢的事，不是我的事！祢找別人吧，與我無關。很多時候我們根本不

想服事！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亞倫麼？我知道

他是能言的，現在他出來迎接你，他一見你心裡就歡喜。你要將當說的

話傳給他，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他要替你

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作口，他要以你當作神。你手裡要拿這杖，好

行神蹟。(出 4:14-17) 

上帝有點生氣是在於：你怎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那麼美好的

應許？同時這裡也講到了摩西最後還缺少的一環：同工。這個很重要！

一個好的屬靈的同工有 4 個條件：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的哥

哥利未人亞倫麼？(出 4:14)第一、會補足自己的缺乏—…我知道他是能

言的(出 4:14)。其次會敞開心接納—現在他出來迎接你，他一見你心裡

就歡喜(4:14)。然後會一同面對挑戰—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出

4:15)。最後則會同心合一的來同工—…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出

4:15) 

這就是團隊！教會是需要團隊的。神的家，就是一面全整的拼圖只

要缺了一角就會不完美，而你就是這一角。每個人在教會這個神的家庭

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你不行。你不要覺得我只是來聚會，這是神的

家，你要一起來承擔神家裡的事情。 

正確的是：神從來不曾後悔選召不配的我們，神會預備同工來成為

我們的祝福！你可以為神的家做什麼？你可以為教會禱告、你可以去關

心人…，神的家是因為你看見神的需要，就好像當你回到家中看到髒亂

你會怎麼做？起來打掃。2018 年英國有一個非營利的書店，座落在一

個小鎮上，但是因為實在是繳不起房租而面臨要搬遷的命運。 

當要搬遷時因為書太多，5 個員工實在是沒有辦法搬完，於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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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網站上號召群眾志工來幫忙。當天來了 200 位，於是他們就一本本的

書用傳遞的方式，搬到新的店址。我們在神的家庭當中就是如此！每一

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你不可。 

在那一個平凡無奇的日子，摩西正在牧羊的時候他經歷了神跡奇

事：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

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

沒有燒壞呢？」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

摩西！」他說：「我在這裡。」(出 3:2-4)這是摩西的回應！我們在服事

時要回應神說：主！我在這裡。過去神所使用的人都回應說：主！我在

這裡。我可能真的是拙口笨舌、才能不足、沒任何的條件，但是！「我

在這裡」。 

以賽亞書 6:8 提到：當烏西雅王崩的那一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

座上，衣裳垂下…。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在聖殿禱告看見

異象，知道地上的君王都會過去，而那一位掌管歷史的神仍在天上坐著

為王！他裡頭得到很大的安慰。這時三一神在彼此對話：誰肯為我們去

呢？以賽亞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這是以賽亞的回應！ 

歷世歷代神都在找這樣的人！摩西五次的拒絕神，神卻繼續的用

他，因為神要帶領他進入蒙福之地、神要帶領他經歷神跡奇事的光景。

出埃及記在整個以色列的歷史中至今仍然是個震撼！包括新、舊約仍然

談到這個經歷，因為從亞伯拉罕以後，除了出埃及記的那一段時間以外

從來沒有發生過。你願意回應神的愛嗎？神那麼的愛你，你願意說：主

啊！讓我來服事祢。千萬不要成為一個平信徒，要起來回應上帝的呼

召！神是不需要我們的服事，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那需要我們的服

事？那是因為神要祝福我們，讓我們用服事來經歷祂。不要看自己有多

少，而是要看見神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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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同工 
‧主任牧師／黃銀成  

‧執    事／陳金英、許仕忠(21) 

             豆鳳美、趙芳芳(22) 

             陳麗雲、郭卉婷(23) 

     

‧行政同工／豆鳳美 

 上班時間：週一~週五早上 9:00-12:00 

 

值月執事 
5 月、6 月：陳麗雲、郭卉婷 

 

日期 講  員 司  會 敬  拜 二樓招待     一樓招 待 備  註 

04/25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05/02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戴瑞鳳 

黃盟裁 

劉國政 
聖餐、慶生 

05/09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豆鳳琴 

豆玉嬌 

林晉甫 

林昱彤 
 

05/16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李麗美 

葉瑞全 

王長富 
 

05/23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05/30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戴瑞鳳 

黃盟裁 

劉國政 
 

聚會名稱 時間 地點 上週人數 備註 

主日敬拜 日 上午 09:30 2F 主堂 60 人 

76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0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6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9 人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7 人 小組長：鳳美 

2蒙恩小組 五 晚上 07:30 1F 副堂 ── 小組長：卉婷 

2嗎哪小組 由小組決定 苗栗 6 人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