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天生父二代」                          徒 01:06-08 

一、天父渴望我們親近祂： 

⚫ 舊約：燔祭壇上的五個祭預表關係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贖罪祭 贖愆祭 

完全奉獻 完全品格（愛人） 感恩祭（分享） 除去罪性 除去罪行 

耶穌的犧牲 耶穌的榜樣 施比受更有福 耶穌的赦罪 作完全人 

 

 

⚫ 新約：耶穌的救贖恢復關係 

 

 

二、天父等候萬民認識祂： 

⚫ 接受天父的慈愛 

⚫ 接受耶穌的救贖 

⚫ 接受聖靈的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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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你和父親的關係如何影響你和天父的關係？ 

2.請分享因著耶穌的救贖和聖靈的澆灌是否讓你回復天生父二代的關係！帶來怎樣的改  

  變！ 

異象傳遞禱告：  
 1.請為一般民間信仰的錯誤謊言農曆七月的轄制儆醒禱告，特別是自己周遭的親朋好友， 
   藉著我們的見證使他們渴望真自由。 
2.請為今年教會的社區感恩餐會禱告，整個教會總動員，力邀親朋好友，公司同仁，有關 
  係的群體一起參與，有分妤慈惠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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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湯月香 

08/08劉玉津 

08/09王光楣 

08/10陳錦屏 

日期 新約 舊約 

08/05（一） 徒 06 利 19 

08/06（二） 徒 07:01-29 利 20 

08/07（三） 徒 07:30-60 利 21 

08/08（四） 徒 08:01-25 利 22 

08/09（五） 徒 08:26-40 利 23 

08/10（六） 徒 09:01-22 利 24 

08/11（日） 徒 09:23-43 利 25 

天生父二代 

     李麗珍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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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04 
  



 

堅持 守望 傳福音 

我們一起禱告吧！一起守望台灣！同心

預備進入農曆七月時，不論是家人、朋友或是

自己，在身邊每個人心中，都有從神而來的平

安，並也將耶穌的平安傳出去。 

肢體關懷 

◎求神保守歌頌小組的尹麗香姐妹血糖穩

定、脫離葡萄糖的注射；醫治肺炎、咳嗽、不

再發燒；也帶領未來合適的治療方式；願神的

喜樂充滿，使麗香每天都有從神而來的盼望！ 

◎全意小組江南英姐妹白血球數仍然不夠，手

腳麻及無力，求主施恩並保守她的心，在身體

不適中，仍靠主喜樂。 

◎活水小組李佩育姊妹於 08/06 榮總頸椎椎

間盤手術，願神親自托住、眷顧保守，讓整個

手術過程順利、平安。 

◎晨光小組陳雅慧的母親黃筍，08/02上午於

榮總開脊椎手術，為術後復健和早日痊癒禱

告；也求神開路，讓我們透過探訪可以柔軟黃

筍的心，使福音可以進入這個家庭。 

◎請為曙舞小組吳慧萍姊妹的父親吳春紫代

禱，因長期臥床造成血液循環欠佳，本週因末

梢細小血管阻塞，左腳第四個趾頭變黑，另有

血糖過高情況，願神保守在藥物的控制下能夠

完全改善。 

邀約短宣隊員分享見證 

    短宣的見證分享是否意猶未盡?鼓勵

弟兄姊妹繼續邀請短宣隊員到小組更深入

的分享，目前已有小組陸續邀請中，藉著

短宣所經歷的美好見證，使宣教的熱火持

續不斷地燃燒   

如需安排請洽同工岳毅弟兄。 

2019「勇敢愛」感恩餐會  

各位弟兄姐妹~感恩餐會開跑囉！今

年我們繼續把這份愛延續下去，邀請身旁

的家人和朋友，不要錯過這個想愛活出愛

的機會。本週已將餐券登記表及餐會邀請

卡放在小組信箱中，邀請各小組憑信心認

購餐桌數，讓我們一起為主勇敢邀約，為

主勇敢愛！ 

目標金額：450萬，桌數：130桌 

目前金額：46,300元，桌數：0桌 

日期:108/10/19(六)晚上 6:00 

地點: 新天地崇德旗艦店 B1 

    票價：成人 1500，學童 800 

代禱事項： 

1.為感恩餐會行政組去拜訪企業跟學

校，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讓企業跟學校更

明白協會所做的，一起願意共襄盛舉給予

奉獻。 

2.為長輩、兒童、青少年可以找到合適見

證人，順利安排呈現見證，願所見證的可

以感動更多人，投入陪伴的行列。 

3.為弟兄姊妹邀約的積極行動禱告，靠著

從神而來的智慧與勇氣，達成今年的目

標！ 



      

 

 

 

 

 

 

  

 

 

 

 

 

 

牧者的話 
「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徒 2:40 
在父親節前夕，祝福教會每一位為人父者「從主蒙恩得力」！ 
這個週一和同工群相約去看電影「獅子王」，正好講到父親對兒子的影響，作

國王的視野、做領導人的使命以及做父親的榜樣，充滿聖經的教導，表明天父與我
們的關係！很值得全家或小組或門徒群相約觀賞及分享！在這充滿謊言和離間關
係的世代，我們當活出使人自由的真理，找到自己的位份（我是誰）以及使命（我
要做什麼）！ 

感謝主在大家的禱告扶持下，短宣隊興奮地歸來，因為出去做工，經歷團隊（不
同教會、年層）的合一，為所去的族群服事，分享好消息，神蹟奇事隨著！且伴隨
著生命的成長及成熟，深信大家從他們的見證分享中被熱情感染，請小組不斷地邀
約他們去分享，期待每一個人都去短宣，這會上癮的，因為勇敢愛，就沒有所懼怕
的！ 

時值農曆七月的開始，這個世代的彎曲帶來許多混亂的價值，更多的謊言充
斥，人們沒有因科技發達而理性，卻因為害怕而拜的更厲害，從在上執政者，政治
人物開始，逢廟必拜，百姓就更陷入惡者謊言的轄制中，我們是世界的光和鹽，更
當儆醒禱告，為主的救恩見證，從我們的家人開始，能因我們認識主耶穌，得著救
恩與自由！ 

今年的社區感恩餐會將在 10月 19日舉辦，謝謝同工群策群力，從 6月就開始
籌劃，如今要家人們開始參與力邀人一起有分於慈惠善工，儘管每年經濟不景氣，
神鼓勵我們更加有信心及熱情參與，神的國不會有荒年，因為神要興起教會看顧孤
兒寡母及老弱者！ 

感謝神！神蹟奇事隨著我們！ 
與你一同有份參與神國的使女麗珍敬祈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謝易軒 洪珮菱 

司琴 朱音/樂心 鄭雅馨 汪佩錚 

司鼓 紹閎/詠鈞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王鈺菁 楊博堯 李佩育 

音控 邱維安 李冠勳 齊廣亞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謝易軒 洪珮菱 

司琴 朱音/樂心 鄭雅馨 汪佩錚 

司鼓 紹閎/詠鈞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王鈺菁 楊博堯 李佩育 

音控 邱維安 李冠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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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23 上週奉獻 44,150 

   上週結存 -13,073  

07 月份 
累計支出 

549,406 
07 月份 
累積奉獻 

435,086 

本月結存 -114,320 

本年 
累計支出 

4,067,866 
本年 

累計奉獻 
3,997,326 

 經常費累計結存 -70,540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8/03.08/04 08/10.08/11 08/17.08/18 

諮委輪值 汪佩錚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全意 曙壹 加恩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50 兒童 25 D0 58 

國中 14 青少年 26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27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78 D3 10 

樂齡  25 週間小組  135 D4 2 

合計 89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