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惠來里基督徒聚會處 

Hui Lai Li Christian Assembly 
第 1399 期 

2023 年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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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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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年同工 :曾胤霖、余宙祥、梅占先弟兄                        

 今年主題：唯有耶穌，活出基督              本週讀經進度：哥林多後書 7 章 

 兩年一輪讀經計劃 : 2/12-18 讀經進度---馬太福音 18-25 章 

主日講題 : 走出靈性低潮                 經    文：林後書 7 章                                                                                                                                                                                                           

詩    歌 : 耶穌基督是主、祢是榮耀君王、永活盼望 

 本週 下週 

主日崇拜聚會 講員 曾胤霖弟兄 張錫華弟兄(伊甸基金會主任牧師) 

領會、配唱、司琴、司鼓 湘偉、淑玲、雅婷、穆可 宗沛、淑芬、慧雯、光迪 

插花、錄影、音控、吉他 金菊、忠益、鈞緯 慧娟、立箴、猛崴 

遞餅/遞杯   猛崴、明淵/ 依玲、敏恩   偉俊、旻謙/ 依玲、瓊馨 

總招待/擘餅 元方/ 宗沛 明淵/ 宙祥 

愛筵清理 、Zoom操作 家庭第二/五小組、鈞緯 家庭第三/六小組、猛崴 

兒童主日學 瑀雯、佩霓、湘婷/佳珍/淑芬 微惠、湘婷/素玲、敏恩/淑玲 

週二禱告會 領會/代禱 宙祥/為青少年&大專團契 鴻昌/為小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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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聚會維持實體聚會加線上 Zoom 直播方式。 

2. 今年劉介磐弟兄在教會有 6 次主日講台，利用下午時間，每次三小時，和弟兄姊

妹分享：新約綜覽/教會的建造，以訓練中心的名義開課(每人報名費 1500 元) ，

上課講義每本 150 元，報名、繳費請洽豐仲弟兄，3/5 第二次上課，目前已有 17

人報名，鼓勵弟兄姊妹付代價及時間來參加!  

3. 教會新成立 line 公佈欄式的大群組，對象為家庭小組、社青、小社青、學青、兒

主等的成員，藉由大群組成立讓弟兄姊妹更認識、參與神的家也是我們的家。鼓

勵弟兄姊妹除了大群組外也參與相關的小群組，融入教會愛的大家庭。還未加入

大群組的弟兄姊妹，請洽各小組長或掃描左圖 Line 的 QR code 加入大群組。 

 



4. 2/19(日)早上 9：15-10：15 教會開始初信造就課程 33 堂課，由五位同工授課，

教材為倪柝聲弟兄著作 初信造就-中冊、下冊，鼓勵已經受洗或有興趣的弟兄姊

妹來參加，書本費用由教會負擔，報名請洽元方姊妹，目前已有 13 人報名，請

參考粉紅 DM。 

5. 英文查經班將開始於 2/20(週一)晚上 7:00-8:30，喜樂媽媽讀書會將開始於 2/11(週

六)早上 10-12 點，細節請洽胤霖或亞琦，歡迎邀請鄰舍參加! 

6. 3/4(週六)同工造就聚會，地點在新社桃李河畔森林咖啡，同工付 300 元，差額餐

費及場地由教會負擔，邀請華琦弟兄分享「教會牧養」二堂，請同工們預留時間。 

7. 3/18 (週六)家庭小組聯合舉辦嘉義豐山風景區野外禮拜，每個家庭一道菜，此次

由賜郎&瓊馨伉儷主辦，細節請參考綠色 DM。每年舉辦十次，由不同的同工主

辦，大都為當天來回，歡迎家庭小組成員參加，一同經歷弟兄姊妹彼此陪伴相顧

的肢體生活。 

8. 參加主日聚會、週二禱告會線上 Zoom 直播，每次登入的密碼都是一樣，方式為

到教會大群組右邊按鈕的連結或長青群組 2/2 記事本。 

9. 香港活石出版社在會堂後面提供 25 種屬靈書籍約 100 本(將陸續展出)，中意的可

直接帶走，費用投入奉獻箱即可。 

 

代禱事項 

1. 金芝姊妹 2/2 因阻塞型中風送中山附醫急診，2/3 住進加護病床，求神賜福憐憫

金芝姊妹平安渡過難關，請在禱告中記念！ 謝國銘弟兄近期的講台服事將另行安

排，求神憐憫金芝姊妹，恩待謝弟兄! 已在 2/10 轉到普通病房，感謝代禱。 

2. 感謝主楊文燦老師血液科十二月份門診追蹤順利。為泌尿科門診二支 J 型管的檢

查問題代禱。  繼續為妃翎姊妹代禱，懇求主加添妃翎姊力量面對肺腺癌的治療。  

為衍松弟兄鼻咽癌復原禱告，CT 目前報告顯示無局部復發或遠端移轉，除了感恩

還是感恩。 

3. 請大家為介磐弟兄迫切禱告，初步診斷是 B 細胞的惡性淋巴瘤第三期，1/19 已經

開始三週一輪的化療為期八次，後續可在門診作化療，求主醫治也降低化療造成

的不適。2/8 第二次門診化療，都求主加添心力看顧醫治! 

 

教會上週奉獻收入    

主日奉獻 229 元/十一奉獻 41,500 元/代轉奉獻傳道同工 6,000 元/代轉奉獻二包                                 

合計 47,729 元 

                                                           

教會一月份奉獻收支 

經常費收入 174,520 元，支出 267,534 元，累計結餘 61,034 元，另代轉奉獻傳道 

同工 18,000 元 (明細請參考公佈欄奉獻收支表) 



兒童主日學 暨 學青團契 暨 小社青 

兒主 

1. 為近期新來穩定聚會的孩子禱告：鄺蒼、芷晴、芷雯，能夠對上帝有顆敞開的心， 

與其他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 

2. 為兒主四月復活節聚會的籌備工作禱告，同工們同心服事，也能夠再多接觸一些

新的家庭。 

3. 2/12 週日愛宴後 13:15-14:15 召開兒童主日學「親師座談會」，地點：社區教室。

邀請爸爸媽媽一同關心孩子在教會的信仰生活。 

1315 團契 

1. 目前服事輔導胤霖、亞琦、瑀雯，配搭其他青年一季服事信息一次。主題內容有

信仰 Q&A、腓立比書動起來、午餐小時光，透過對信仰的發問、聖經的閱讀及

活動再加上團契彼此交心的時光，幫助弟兄姊妹及福音朋友能輕鬆簡單的融入。 

2. 為弟兄姊妹穩定靈修禱告。求主賜下有負擔的弟兄委身參與團契服事。 

長青講題：分組查經                  經    文：腓立比書四章   

詩    歌：生命的泉源、醫治我、若是有祢佇我的生命(台語)  

              本週(2/9) 下週(2/16) 

 週四長青崇拜聚會講員 查經：腓立比書四章 野外禮拜---武界毛毛蟲山賞櫻 

 領詩/查經 美妹/慧娟.樂樂.占先 芳娜 

 愛筵服事 春蘭、金葉、瑞娟  

長青團契 暨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1. 協會設立第二台福音車基金招募，籌畫募款 100 萬元，購買三菱得利卡八人座一

台及長期承租 AED 心臟電擊器一台。需要一台安全的廂車作為長輩接送及據點服

務，AED 作為長輩心臟停跳急救用，目前基金已募得近 48 萬元，謝謝大家關心

和奉獻支持及志工們長期幫忙義賣食品的制作。協會將開奉獻憑證，款項請交給

慧娟姊妹或教會奉獻代轉。 

2. 2/16(週四)長青野外禮拜---武界毛毛蟲山賞櫻，請參考金黃色 DM，報名、繳費洽

瑞娟姊妹，備有二台遊覽車及大福音車，當日早上 7:00 長安國小出發。原本規

劃的福音車感謝祭活動已併入此次賞櫻活動早上行程! 

3. 4/27-29 志工馬祖之旅，有 25 位參加，社會局補助每位約二千元，其餘 13,500

元自費，願主祝福旅程平安喜樂! 

4. 惠來據點週一到週五上、下午十堂課，每堂約 18-28 位長輩參與，須備午餐及下

午點心；鵬程據點週二、三、五的上、下午六堂課，每堂約 22 位長輩參與，須

備午餐及晚餐；天使據點每週三堂課約 12 位參加；有三十幾位志工參與其中的

各項服事，祈藉由關懷將福音傳開。 

5. 鵬程據點將在每月最後的週五下午開始福音茶會，由福音關懷小組籌劃。 

講題:走出靈性低潮                              經文:哥林多後書 7 章 

大綱: 



一. 生命的更新 

a. 聖靈光照 b. 分別 c. 新生命成長 

二. 人生二路 

a. 後悔 b. 懊悔 

三. 抉擇 

a. 活在自己裡 b. 活在基督裡 

教會 聚會表  

兒童主日學（幼兒、低年級、小門徒班） 主日上午 10:20-11:50 10 兒主教室 

主日崇拜堂 主日上午 10:30-12:10 80 會堂 

學青 1315 團契 (國中、高中) 主日下午 13:15-15:15 6 兒主教室 

英文查經班 (預定 2/20 開新課) 週一晚上 07:00-08:30  社區教室 

姊妹會  週二上午 09:30-12:30 8 家庭/教室 

禱告會 週二晚上 07:30-09:00 8-10 餐廳 

長青崇拜堂 (台語、慕道、造就三組) 週四上午 09:30-13:00 60 會堂 

社青小組（一組）& 家庭小組（六組） 週五、六晚上 07:30-09:00  家庭/教室 

喜樂媽媽讀書會(預定 2/11 開新課) 週六上午 10:00-12:00  兒主教室 

大專團契 & 小社青團契 週六晚上 06:30-08:30 12-15 二樓 

教會核心同工月會 第一週主日下午 01:30-03:00 人數 社區教室 

惠來關懷服務協會 課表 (請參考協會網站及走廊壓克力架內藍色 DM) 

 

排舞班 週一上午 09:30-12:00 會堂 

編織班 週一下午 01:30-03:30 社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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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樂課程 週二下午 01:30-03:30 會堂 

長者照顧關懷據點（鵬程里） 週三上午 09:30-12:00 活動中心 

繪畫班 週三上午 09:30-12:00 餐廳 

惠來天使班關懷據點 週三上午 09:30-12:00 社區教室 

長輩肌力養成班 週三下午 01:30-03:30 會堂 

長輩肌力養成班 週四下午 01:30-03:30 會堂 

律動課程 週五上午 09:30-12:00 社區教室 

長輩遊戲/桌遊班/點心班 週五下午 01:30-03:30 社區教室 

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陪談 每日例行 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