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Hui Lai Li Christian Assembly 
第 1296 期 

2021 年 3 月 7 日  主    日    週   報 

地址：台中市西屯路二段 208 巷 3 號 （塔木德飯店 & 惠宇觀市政 中間巷內） 

電話：（04）2311-3896       傳真：（04）2312-7514 

Email: hll.church@gmail.com   網站：hllchurch.org 

統編：7895-2779           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異象：傳揚福音．成全聖徒．建立教會．候主再臨 

 今年主題：同心合意、愛神愛人        本週讀經進度：路加福音 第六章  

 

主日講題：安息日                    經文：路加福音 6:1-11 

詩    歌：來向耶和華歌唱、耶和華你是我的神、你的愛不離不棄 

  本週 下週 

主日崇拜聚會講員 謝國銘弟兄 劉介磐弟兄 

領會、配唱、司琴、司鼓 FJ敬拜團 添立、微惠、光啟、光迪 

插花、錄影、音控 金菊、慶忠、鈞緯 慧娟、僑偉、重光 

分發週報 & 愛筵後清理 家庭第一小組 家庭第二小組 

兒童主日學 依玲、耕嬅、如玉/亞琦 淑芬、柏香、佩霓、瑀雯 

成主/總招待/擘餅 明淵/ 培修/宗沛 豐仲/元方/占先 

遞餅/遞杯 明淵、猛崴/淑芬、瑞娟 偉俊、美妹/瓊馨、敏恩 

報告事項 
1. 【歡迎】第一次來參加聚會的新朋友和弟兄姊妹，我們在主裡竭誠歡迎；請簡短  

 自我介紹，讓我們認識您；邀請會後留下共享愛筵，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2. 愛筵後 1:30-3:30 於社區教室召開核心同工月會，寶貴建議請洽主席宗沛弟兄。 

3. 3/6、3/20(週六)晚上 7:30~9:30，為小組聯合追求聚會，邀請謝國銘弟兄帶領詩

歌、禱告來親近主及親密關係的課程。 教會是一群蒙召的人與主相會的地方。 

4. 劉介磐弟兄在教會有 6 次主日講台，利用下午時間，每次 3 小時，和弟兄姊妹分

享：保羅的一生及其十三封書信，是以訓練中心的名義開課(每人報名費 1500 元、

講義 100 元) ，報名、繳費請洽光中弟兄。3/14 第二次上課，請先預習保羅一生

九個階段的四至六階段及帖前、後書和林前、後書。鼓勵弟兄姊妹付代價報名參

加學習!目前有 16 人參與。 

5. 3/28 第四週主日下午 1:15-5:45 家庭&社青小組，踏青小旅行-彰化何家牧場，由

賜郎弟兄規劃，報名請洽各小組長，自行開車或搭福音車，無平安險也免費用。 

請帶水壺及輕便鞋，每月辦一次，歡迎全家都來，遇雨改期。 

 



6. 教會二台福音車因節稅的緣故掛在協會名下，二台車都逾 18 年都跑了 20 萬公里

以上，2/1 協會設立福音車基金招募，目前籌畫 3 年募款 140 萬購買福祉車，目

前基金已募得 326,992 元(其中 30 萬為某姊妹奉獻).未來會透過食品義賣(生態農

場雞蛋、茶葉蛋、糕點、滷味、、)或協會講師費奉獻或弟兄姊妹對福音車奉獻…

等來募款，需要大家的關心和支持。每月第一個主日公佈招募金額。 

7. 4/4(日)教會備有復活節洗禮，請已明白救恩的慕道友向各小組長報名，再參加基

要真理課程。 

 

代禱事項 

1. 萌萌的婆婆陳媽媽在 2/12(年初一)清晨因心肌梗塞安息在主耶穌的懷抱，回到永

恆的家了！享壽 101 歲。願主安慰家人的心！也謝謝教會家人們一直地關懷與扶

持！3/5(週五)中午 12:45 在崇德路殯儀館 崇明廳，家祭、公祭中間，長青詩班

參與獻詩-甲主作伙行，謝國銘弟兄短講，願家族成員能聽到福音中的盼望。 
 

【教會上週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1,935 元 /十一奉獻 14,000 元 /感恩奉獻 200 元  

                                                           合計 16,135 元 

  

兒童主日學 暨 學青團契  

1. 兒童主日學將舉辦歡慶復活節野餐活動，時間：3/27 星期六下午 3:30~5:00，地點：

中央公園，詳細內容請參考ＤＭ，請向亞琦姊妹報名。 

2. 第一季喜樂媽媽讀書會結合親子遊戲課將於四月份開始，時間：每週二早上

10:00-11:50 (4/6~6/22 共十二次)，地點：教會二樓，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ＤＭ或詢

問亞琦姊妹。歡迎邀請身邊願意一起來學習的媽媽們。 

3. 為參加統測 5/1-2 的穆可、怡樺，會考 5/15-16 的典辰、學修、如玉、安婕能有安

靜沈穩的心面對考試，也在備考的當中經歷神的恩典。 

 

長青講題： 好消息             經    文：路加福音 第五章 

詩    歌： 祢的恩典夠我用、一顆謙卑的心、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本週(3/4) 下週(3/11-13) 

 週四長青崇拜聚會講員 楊慧雯姊妹 東、花、宜野外禮拜 

 領會/查經 秀足 芳娜、瑞娟、秀足 

 愛筵服事 崇英、金玲、穩吉  

長青團契 暨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1. 3/11-13(週四-六)長青團契 東、花、宜野外禮拜，當日早上 6:30 出發，報名 41 人

額滿。一同來欣賞東部美景及新建南迴公路及蘇花改，願主保守路程喜樂平安。 

2. 協會目前從政府補助經費每年約 240 萬, 年度支援教會支出約 45 萬 (水電.食材.

車輛油費.廚房設備….等) ，協會經費支出需要社會局核可，且符合政府法令規定，

協會是教會跟社區之間的橋樑，協會是在教會的遮蓋之下。 



本週金句   路加福音 6:31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教會 聚會表 

成人主日學（耶穌的言與行 DVD 教學） 主日上午 09:10-10:00 社區教室 

兒童主日學（小、大 二班） 主日上午 10:20-11:50 兒主教室 

主日崇拜堂 主日上午 10:30-12:10 會堂 

學青團契 (國中、高中) 主日下午 13:15-15:15 兒主教室 

英文查經班  週一晚上 19:00~20:30 社區教室 

姊妹會  週二上午 09:30-12:30 家庭/教室 

禱告會 週二晚上 07:30-09:00 餐廳 

長青崇拜堂 (台語、慕道、造就三組) 週四上午 09:30-12:30 會堂 

社青小組（一組）& 家庭小組（六組） 週五、六晚上 08:00-10:00 家庭/教室 

大專團契&小社青團契 週六晚上 06:30-08:30 三樓 

晨曦禱告會 週一至週五上午 07:30-08:30 會堂 

教會核心同工月會 第一週主日下午 01:30-03:00 社區教室 

教會詩班 第二週主日下午 01:30-03:00 會堂 

兒主同工月會 第三週主日下午 01:00-02:30 三樓 

社青&家庭小組踏青 第四週主日下午 01:15-06:00 大自然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聚會表  

 為維護聚會品質，手機請調為震動，將 Line 的聲音關掉。 

 主日請於 10：00 進入會堂後，學習以安靜的心等候神，盡量不在會堂裡交談，

並求主加添渴慕與追求，讓每位會眾單單遇見主。 

社區排舞班 週一上午 09:30-11:30 會堂 

社區國畫、書法班 週一下午 02:00-04:00 社區教室 

社區長者照顧關懷據點（惠來里&鵬程里） 週二上午 09:30-12:00 會堂 

社區體適能班 週二下午 01:30-03:30 會堂 

社區長者照顧關懷據點（鵬程里） 週三上午 09:30-12:00 活動中心 

惠來天使班關懷據點 週三上午 09:30-12:00 社區教室 

志工小組查經班  週三中午 12:30-14:00 餐廳 

高齡長輩肌力養成班 週四下午 01:30-03:30 會堂 

學苑兒童英文班 週五下午 04:30-05:30 社區教室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陪談、讀經班 每日例行 辦公室 

志工教育訓練會議、1919 食物銀行 每二個月一次 餐廳 

惠來登山社、踏青旅遊 (請參考公佈欄) 每一個月一次 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