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週
輪
值
傳
道
：
徐
世
偉
弟
兄 

高雄基督徒七賢路禮拜堂 

教會目標：建立以基督為標竿的教會 
 生根建造、團隊事奉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請以敬虔感恩的心，參加主日敬拜 

                   ◎主日敬拜程序表◎ 

序樂(以默禱敬拜)  …………………………………………林大維弟兄 

唱詩(以讚美敬拜)  …………………………………………蔣夙珊姊妹 

禱告(以禱告敬拜)  …………………………………………蔣夙珊姊妹 

啟應(以虔誠敬拜)  …………………………………………詩 6 5 篇 

讀經(以順服敬拜)  …………………………………………帖後 2：13-17 

信息(以領受敬拜)  ……………新 年 蒙 恩……………陳道維弟兄 

回應(以回應敬拜)  …………我的生命獻給祢………… 

報告(以關懷敬拜)  …………………………………………何應勤弟兄／吳榮典弟兄 

祝禱(以行道敬拜)  …………………………………………何應勤弟兄／吳榮典弟兄 

 

◎下週主日敬拜事奉表◎ 

                 國 語               台   語  

 講員 …………………      周子祺弟兄                 楊崑明弟兄 

 領會 …………………       楊永琳弟兄                 蘇傳裕弟兄 

 司琴 …………………       李恩柔姊妹                 何素華姊妹 

 招待 …………………       （一）林增富弟兄、趙  賜弟兄、鄭秋瑾姊妹 

                            （二）黃國城弟兄、巫惠敏姊妹、徐曉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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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新年蒙恩 
陳道維弟兄 

 
 

一、我們都是蒙恩得救的 

 

 

 

 

 

 

 

 

 

 

 

 

二、也要繼續站穩跟隨神 

 

 

 

 

 

 

 

 

 

 

 

 

※本週無小組討論題目，建議參考【聖工報導方框】 

邀請你在過年的時刻，與你的全家人一起分享神的話、數算神的恩典 

 

 

 

帖後 2：13-17（2nd Thessalonians 2：13-17） 



 
聖工報導／肢體動態 

1. 今日是小年夜，祝福大家新年平安，1/31（一）~2/5（六）適逢春節假期，本堂各項聚

會暫停，各教室暫停借用，至 2/6（日）上午 8：30 起恢復正常。今日及下週愛宴及 2/2

（三）禱告會均暫停乙次。 

2. 教會製作「新年蒙恩」紅包，祝福弟兄姊妹新的一年蒙神賜恩惠與平安，並歡迎索取致

贈家人親友，限量供應，索取完為止。 

3. 第 42 期中保代禱期間為 2/1-4/30，請中保代禱同工至辦公室登記輪值時段。2/6 第二

堂主日崇拜後舉行中保同工宣誓，弟兄姊妹有需要，請填代禱卡，投入一樓和三樓的中

保代禱箱。 

4. 因疫情趨緊，教會進出登錄改為與防疫中心連結之"實聯制"或"簽到"之方式，請各項聚

會負責同工確實實施入口及聚會防疫措施，並將登錄名單繳回行政部收存。 

5. 請主日聚會會友由電梯及旁邊樓梯進入三、四樓會堂，離開時由主堂中間及鋼琴旁側門

樓梯下樓，電梯提供長者及行動不便之會友使用，每次電梯上下勿超過四個人共乘，並

保持距離，謝謝大家配合。 

6. 教會鼓勵弟兄姐妹今年多讀聖經，造就部推廣聖經誦讀與速讀兩個計畫 ，

期待我們每一位都在神的話語中遇見神、在神話語中不斷更新生命。願意參

加者請掃描 QR code 加入群組。 

7. 2/6-2/19 主日講台與靈修進度是宣教詩篇，請需要的弟兄姊妹請至一樓辦公

室登記索取，每本工本費為 10 元，請自由奉獻；也歡迎下載電子檔使用。 

8. 1/30 及 2/6 成主「 哥林多前書」暫停二次。2/13 恢復上課。 

9. 為萬國禱告影片，本週：法國。 

 

    中國人極重視新春全家團聚，我們可以預先邀約各家參與感恩禮拜。在歡慶感恩的
氛圍中，把信仰如何進到我們家族，向後輩說明，也可一起向神獻上感恩。 
 (1) 唱詩歌：感恩的詩歌有許多，適合新春唱的詩歌也不少。 
    ①數主恩典  ②恩典之路  ③耶和華祝福滿滿  ④天父必看顧你 
    ○5 真正好來信耶穌真正好 
 (2) 讀聖經。 
    ①申命記 11：11-12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 
      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②詩篇 65：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 
      山以歡樂束腰;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③詩篇 1：1-3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 
      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 
      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3) 分享信息。由家長分享以上經文，帶出對全家的期許。 
 (4) 禱告。為過去的一年感恩，也為新的一年仰望神。 
 (5) 各家分享見證。也可請晚輩分享他們體會的恩典，或預先製作年度回顧影片。或追 
     思祖父母的信心、教誨、相處點滴。 



日 期 每日靈修經文

01/30〈日〉 帖後

02/01〈二〉 帖後

02/03〈四〉 帖後

02/05〈六〉 帖後

主日奉獻 
1,861 

  

日 期 時  

1/30（日） 

上午 08：

上午 09：

上午 10：

上午 10：

上午 10：

1/30（日）～

暫停各項聚會

 
教會同工

吳榮典（長老） 何應勤

魯  之（長老） 周子祺

鄧台山（傳道 125） 章瑤琴

徐世偉（傳道 122） 張雅晴

陳道維（傳道 126） 陳尚志

霍恩洪（幹事 210） 徐曉慧

總機：(07) 235-1622，傳真

信箱：church7s@ms4.hinet.net
網址：www.kc7schurch.org.tw，

地址：高雄巿新興區 七賢一路

本週聚會日程表 

 
本週靈修進度 

每日靈修經文 日 期 每日靈修經文

帖後 02：01-05 01/31〈一〉 帖後

後 02：13-14 02/02〈三〉 帖後

後 03：01-05 02/04〈五〉 帖後

後 03：14-18 02/06〈日〉 
 

上週奉獻表 
什一奉獻（17 筆） 感恩奉獻

75,700 

  間 聚會名稱 

：50 為萬國禱告 

：00 國語台語聯合崇拜 

：05 樂 活 詩 班 

：30 

兒童主日學 

信 仰 之 旅 

為萬國禱告 

：40 國語第二堂崇拜 

～2/5（六）適逢春節假期，除主日崇拜外

暫停各項聚會、教室借用，今日及下週愛宴暫停乙次

教會同工 

何應勤（長老 128） 
周子祺（長老） 
章瑤琴（傳道 121） 
張雅晴（傳道 122） 
陳尚志（幹事 209） 
徐曉慧（幹事 208） 
傳真：(07) 236-2106 

church7s@ms4.hinet.net 
，郵政劃撥：41937351 
七賢一路 467 號 

七賢 LINE 
官方帳號 

主日直播/重要信

息週報/週報夾頁

每日靈修經文 
帖後 02：06-12 
後 02：15-17 
後 03：06-13 
詩 15 篇 

感恩奉獻（8 筆） 
22,500 

地  點 

大 會 堂 

五樓(505 教室) 

副 堂 

五樓圖書室 

大 會 堂 

除主日崇拜外 

愛宴暫停乙次。 

 
 

重要信

週報夾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