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我和我的神隊友」                     出 03：01-12 

一、 神的差遣，賦予任務 

 

 

 

 

二、 神的同在，突破限制 

 

 

 

 

三、神的團隊，同心事奉 

                                                      

 
 
    

 

 

 

小組分組趣：（◎以不超過 3人為小小組，使每一位都有機會參與） 

1.當神呼召你來服事祂時，通常你會找什麼藉口？為什麼？ 

2.你曾否有「神與你同在」的經歷？對你有怎樣的幫助？ 

3.尋找機會與人分享，神的能力在你身上，使你得勝的一件事。 

異象傳遞禱告：  

1.請小組互相鼓勵為暑期短宣隊員禱告，同時鼓勵大家北上參加 06/30(日)下午的差派禮。 

2.請幫助組員落實門徒五要，回顧半年來的成長，並且小組對慕道親友的關懷、傳福音的 

  果效！ 

3.因著暑假社區事工的需要，若你時間許可，鼓勵弟兄姊妹一起投入社區夏令營志工的行  

  列(煮飯志工、手做教學、陪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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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5張少文 06/18劉鴻秋 

06/15陳燕昌 06/20嚴慧如 

06/17屈亭君 

日期 新約 舊約 

06/17（一） 路 23:01-25 出 10 

06/18（二） 路 23:26-56 出 11 

06/19（三） 路 24:01-27 出 12 

06/20（四） 路 24:28-52 出 13 

06/21（五） 約 01:01-28 出 14 

06/22（六） 約 01:29-51 出 15 

06/23（日） 約 02 出 16 

我和我的神隊友 

     丁淑娟 姊妹 

若您還沒有歸屬的小組鼓勵您參加。 
週日：青少年小組、信望愛、超越 

◼ 週一：恩賜、加恩 
週二：芥菜、歌頌、盡心 

◼ 週三：以琳、曙舞、活水、泉源、晨光、豐盛 
◼       願意 

週四：雅歌、全意、雅鈞 
週五：曙壹、奇妙、曙貳 
週六：門徒 

   2019.06.16 
  



 

不做宣教士，就做宣教事 
▲我們短宣隊員開始在愛新聞中分享自己參

加的原因及需要，邀請為他們守望的小組及

家人們開始為他們禱告，同時本週主日

06/16(日)下午 15:30-18:10 為第二次行前

訓練，歡迎家人們可以ㄧ起參加，明白短宣

意義。 

▲短宣隊物資募集 

北印隊：長氣球、打氣筒、色紙、巧克力。 

泰南隊：二手衣物。 

孟加拉隊：長氣球。 

日本名古屋隊：長氣球。 

▲國際海外短宣離出發時間還剩兩週，邀請

家人們參與差派禮，一同祝福歡送所有的短

宣隊員。另外，當天主日會後暫不提供咖啡

及點心，有需要訂購便當的家人們，請提前

向同工預訂，當天無法提供訂購喔! 

時間：06/30(日)下午 15:00-17:00 

地點：基督之家醒吾大樓(台北市中正區杭州

南路一段 15-1號)  

遊覽車出發時間：中午 12:00出發。 

車費：200元。 

可代訂中午便當：80元。 

當天一起穿著重慶 T恤，報名請洽雅鈞姊妹。 

▲把愛送到宣教地 

    透過短宣隊愛的傳送；我們可以把一些禮

物帶去給我們所愛的宣教士~ Echo、牙刷夫妻

~歡迎大家可以把禮物交給教會，如果有感動

但不知道要送什麼也可以洽詢雅鈞姊妹。 

服學營 

    服學營要開跑啦！邀請青少年一起用熱

情回應這個冷漠的世代，如果你家中有青少年

不要錯過，如果你就是青少年更是不能錯過這

難得的機會，參加過的還要再來呦～一起去經

歷服務的美好吧！ 

日期：08/12-08/17，地點：高雄 

費用：1500元，報名截止：07/05 

報名請洽同工丞彥、青樺。 

感謝得勝者批改天使 

    得勝者課程這個學期已經結束囉!感

謝各位弟兄姐妹擔任批改小天使，你們文

字的陪伴讓學生有正面積極的思維和更感

受到有人溫暖及關心。再一次感謝得勝者

批改小天使～ 
社區夏令營 
       ~社區生輔班夏令營開跑囉~ 

國小：07/08-08/28  國中：07/08-08/23 

一起為老師的陪伴禱告，讓生輔班孩子們

在知識成長、生活習慣和品格教育上更加

突破，我們也很需要志工老師喔！(煮飯

志工、手做教學、陪讀志工)歡迎加入陪

伴生命的行列!請洽詢同工秀月姊妹、丞

彥弟兄。 
肢體關懷 
◎姚鈺珣姊妹的爺爺姚添進弟兄於 06/09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以傳統儀式進行 

，將於 06/22(六) 七點三十分家奠，重慶

教會於八點十分獻詩，地點在台中市立殯

儀館慈孝廳舉行，邀請肢體前來安慰與陪

伴家人，更願其中參與的親人，透過我們

的行動感受神的愛。 

◎歌頌小組的尹麗香姐妹，預計 06/14、

06/15要再次化療，願神降低副作用（胃脹

胃痛），並且不影響食慾、肝腎功能；宣告

血糖回穩不需要再倚靠葡萄糖。 

◎奇妙小組陳純芝姐妹已完成 06/07 第五

次化療，06/21將回診看報告且確定第六次

化療時間(也就是最後一次化療)，宣告耶

和華拉法成為她的平安。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全意小組江

南英姐妹的力量，化療產生的副作用降到

可承受的痛，感謝主癌症指數已經恢復正

常，求主恩待持續恢復身體的健康。 

◎持續為芥菜小組陳錦屏姊妹聽不到聲音

的左耳不再有吵雜聲音的影響，中風得改

善代禱。 



      

 

 

 

 

 

 

  

 

 

 

 

 

 

生輔班畢業生感言 
五年級時候我來到重慶教會，這裡和我想像中的很不一樣，當時我以為教會是那種

有嚴格的老師、可怕的作業、環境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來了之後，我發現重慶教會是

個溫暖、有愛的地方，而且還有許多每天照顧我們的老師，我真的很幸福！這裡就像我

的第二個家，是一個大家庭，每天都有恩典點心，因為這些恩典點心讓我們不用從放學

餓到晚餐，謝謝大家的愛心；我還要謝謝秀月老師、丁丁老師、巧巧老師兩年來的照顧，

讓我從五年級課業一直進步。謝謝你們！                                   淨涵 

我要感謝教會的老師照顧我們，在我們還小的時候來到教會，是老師不斷鼓勵陪伴

我們，也感謝教會提供這麼好的讀書環境和點心，讓我們可以安心讀書！謝謝大家成為

我們生命的天使！                                                       妙珊 

這六年來，充滿歡笑及淚水，有時會有些不如意，但在教會中有一群人陪伴我左右

真好！謝謝教會六年來的照顧，讓我的人際關係變好了，也學到很多品格，謝謝每一位

用心照顧過我的老師們，讓我進步很多！                                   燕蓁 

邀請各位弟兄姊妹為我們代禱： 

1. 感謝神，帶領畢業生順利畢業，求神帶領他們前面的道路，使他們一生不偏左或右走 

在神的心意！也求主幫助畢業生們，能夠順利銜接進入青少年小組與他們建立美好的

關係。 

2. 暑期夏令營報名已額滿，請弟兄姊妹持續為我們暑期所需要的服事志工禱告，目前我 

們急需午餐煮飯志工，並且還有英文老師的需要，請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感動就付

出行動。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李冠勳 洪珮菱 

司琴 汪佩錚 丁淑娟 汪佩錚 

司鼓 林聖恩 莊迦瀚 李佩育 

投影 林岳毅 李麗群 齊廣亞 

音控 李冠勳 邱維安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李冠勳 李冠勳 

司琴 汪佩錚 丁淑娟 汪佩錚 

司鼓 林聖恩 莊迦瀚 林聖恩 

投影 林岳毅 李麗群 李佩育 

音控 李冠勳 邱維安 齊廣亞 

 
各服事同工請留意服事時間，如時間上無法配合， 

請盡快連絡林岳毅同工，謝謝配合。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60,951 上週奉獻 219,195 

   上週結存 158,244  

06 月份 
累計支出 

167,127 
06 月份 
累積奉獻 

344,530 

本月結存 177,403  

本年 
累計支出 

3,105,791 
本年 

累計奉獻 
3,239,722 

 經常費累計結存 133,931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6/15.06/16 06/22.06/23 06/29.06/30 

諮委輪值 廖清德 蔡麗君 杜瑞澤 

招待服事 晨光 豐盛 雅歌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44 兒童 33 D0 58 

國中 16 青少年 17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31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81 D3 10 

樂齡  28 週間小組  90 D4 2 

合計 88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