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 台 信 息 

講員：林⽂揚弟兄 

信息：與神⾯對⾯ 

經⽂：出 33:7-23 

   

⼀、前⾔ 

 

 

 

 

⼆、與神⾯對⾯ 

1.從⽀搭帳篷開始 

 

2.與神對話 

 

3.渴求神的同在 

 

 

三、結語 

• 小組分享：分享行道之後的『見證』，聽道後的『心得』，每日靈修的『感動』。 
• 力行四合一：[每日靈修[小組分享[主日聚會[生活行道。 
• 行道感恩見證請將資料傳給行政同工。] 

小組分享重點： 
1.請分享主日信息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感動的事。 
2.為了回應遵行主日信息，在這星期中，我要做一件什麼事？ 
 



 

 
 
 
 
 
 
 
 
 
 
 
 
 
 

1.15 主⽇程序 主⽇同⼯事奉表 祝福 
禱告 1.8 

禱告：會 眾 
敬拜：⺩璉勝弟兄 
司會：⻯賓寧弟兄 
奉獻：司 庫 同 ⼯ 
獻詩：重 唱 
信息：林⽂揚弟兄 
祝禱：楊志明牧師 

⽇期 1.15 1.22 1.29  
元⽉ 

 
第⼀堂 
賴蘭靈      
林敏綺 

 
第⼆堂 
許惠朱  
⺩芊樺 
陳⽟蓮 
⾼錦雪 

 

 
主⽇出席 
⼈數(次) 

 
實體 163 
直播 22 
 
YouTube 
觀看次數 
135 

  

講員 林⽂揚弟兄 葛國光牧師 吳主恩傳道 
敬拜 ⺩璉勝 陳秋真 藍巧雲 
司會 ⻯賓寧 林⽂華 凌儀玲 
獻詩 重唱 

 
約書亞 

 
兒童主⽇學 

 接待 ⽅⾈ 磐⽯⼆ 葡萄園⼀ 
⾳控 葉世保 國印／振瀚 林⽊茂 
投影 藍巧玶 張芸嘉 莊義程 

2023 年度成⾧班課程 

⽇期 成⾧班⼀（週三） 

2/8 新造的⼈/獨⼀真神 

2/15 ⼗架救贖 

2/22 垂聽禱告的上帝 
上帝必引導 

3/1 聖靈充滿的⽣活 
建⽴靈修⽣活 

3/8 認識靈界 
聖靈充滿的⽣活 

3/15 我愛幸福⼩組 
幸福的教會 

成⾧班⼆預告 
7/12-8/9（週三） 

 

<綜 合 消 息> 
1.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下週主⽇邀請到洛杉磯靈糧教會－葛國光牧師前

來證道，當天主⽇欣逢⼤年初⼀，兩堂合併聚會時
間 10:00-12:00。 

3.裝備課程 
§ 「成⾧班⼀」是新家⼈的必修課程，請新家⼈準  

時出席。開課時間 2/8 每週三晚上 7:30，共六 
週。地點在瑞豐堂 2 樓，書籍費 435 元，請學員 
下週⾄瑞豐堂領取。 

§ 「醫治釋放－⽣命的整全」訂於 2/11 開課，凡 
上過成⾧班⼀、⼆的弟兄姊妹皆可報名，教材費 
⽤ 500 元，1/20 前報名享早⿃優惠。 

4.會計部⾨已將個⼈年度奉獻袋更換新的了，各⼩ 
組有新進組員需要個⼈奉獻袋者，請洽司庫同⼯。 

5.去年聖誕節洗禮⾒證影⽚，將於每週三新聞台時段 
播出，請⼤家拭⺫以待！ 

6.本週主⽇開始，主⽇崇拜直播的部份，YouTube 僅 
會播放主⽇證道。⿎勵弟兄姊妹盡量參加實體聚會 
哦。 

7.新年即將到來，如何過⼀個得勝的春節假期及教會 
年度主題課程、活動之相關消息，請參閱週報背⾴。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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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春節假期即將到來，為了讓我們在假期中仍維持靈裡興盛， 
且把福⾳帶給未信主的家⼈，請參閱下⾯過年規劃： 
§ 安排個⼈時間：靈修⽣活持守、讀書 (個⼈或家庭類的)。 
§ 安排家⼈團聚：參與協助打掃做家事、安排家庭感恩團圓聚會。 
§ 安排⼩組電話拜年：彼此祝福。 
§ 安排探訪時間 
※ 返鄉途中可以為各縣市屬靈空氣的轉化代禱。 
※ 弟兄姐妹交互探訪，可使⽤恩典卡、天⽗的信等等引領家⼈歸主。 

春 節 假 期 規 劃  

2023 年度主題：成長人生 

l 全教會閱讀經卷 

§ 舊約：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 新約：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l 規劃課程 
§ 原來這才是我活著的⽬的(8/10 ⽉) 
§ 原來啟⽰錄我讀得懂(1-3 ⽉) 
§ 醫治釋放(2-4 ⽉) 
§ 成⾧班⼀(2-3 ⽉) 
§ 成⾧班⼆(7-8 ⽉) 
§ 24 ⼩時仰望耶穌(7 ⽉) 
§ ⽣命冊講座（屬靈家⾧）(9 ⽉) 

l 活動方式 
§ 早晨花 15 分鐘讀經 （⼩組／⼩家／個⼈） 
§ 睡前成⾧時刻：對不起  謝謝  請 我愛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