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中壯年的挑戰」                       徒 06:01-15  

世界的價值觀 VS神的價值觀                         徒 07:54-56                                                                                                                    

 

 

 

 一、有好名聲 

  

 

 

二、被聖靈充滿 

 

 

 

三、智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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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被聖靈充滿的經驗嗎？你目前最被挑戰的是哪一部分，請分享並一起禱告求主幫  

   助。 

2.你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幫助人有能力去面對生命當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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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份於慈惠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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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陳錦屏 08/13巫朝誠 

08/12齊廣亞 08/15王美芳 

 08/12邱維昭 

日期 新約 舊約 

08/12（一） 徒 10:01-33 利 26 

08/13（二） 徒 10:34-48 利 27 

08/14（三） 徒 11 民 01 

08/15（四） 徒 12 民 02 

08/16（五） 徒 13:01-25 民 03 

08/17（六） 徒 13:26-52 民 04 

08/18（日） 徒 14 民 05 

中壯年的挑戰 

     吳榮坤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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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11 
  



 

增添新家人啦！ 

神的家中又增添新成員囉！陳國華弟

兄、洪月鳳姊妹將於主日受洗，讓我們繼續為

他們守望，願未來堅定地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

當中，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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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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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耶穌的平安傳出去。 

歷奇營 

2019下半年度的歷奇營，上次錯過的家

人，這次千萬不要再錯過；一起去經歷神奇

妙的帶領！報名請找同工岳毅。 

   行前說明：09/01(日)中午 12:00教會 2F 

   日期：09/07(六)-09/08(日) 

   報名截止日：08/25，費用：500元 

肢體關懷 

◎求神保守歌頌小組尹麗香姐妹挪去葡萄糖

的綑綁，身體得自由；宣告神在後續治療的道

路開江河，有合適的藥物可以使用，並且堅固

麗香的心，在主裡有平安。 

◎求主賜全意小組江南英姐妹信心，減輕身體

的刺痛感並手腳麻和無力感，繼續勇敢面對朝

著身體痊癒的路前進。 

◎感謝神!活水小組李佩育姊妹頸椎手術順

利，為術後復健和早日痊癒禱告。 

◎感謝神!晨光小組陳雅慧的母親黃筍腰椎手

術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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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心，使福

音可以進入這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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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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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共襄盛舉。 

2.為樂活、生輔班目前正在預備合適的見

證人，願所見證的可以感動更多人，投入

陪伴的行列。 

3.為弟兄姊妹靠著從神而來的智慧與勇

氣，去積極的見證與分享，讓我們一起達

成今年的目標！ 

菁英培植 

牛裕容姊妹進入 2019年菁英培植班，

邀請肢體一起為她未來的學習禱告，在靈

命上、品格上、服事上成為耶穌基督的精

兵。 



      

 

 

 

 

 

 

  

 

 

 

 

 

 

青少年牧區 
在七月中，青少年牧區舉辦了兩性營，參與的青少年都分享，原來對於兩性親

密關係有這麼多不知道的事，從聖經怎麼看男女，到親密關係當中的聖潔，參與的
青少年在門訓者及輔導的見證下，都簽下了守貞的立約書。學員們也不只把收穫停
留在自己的身上，立時在當週的主日，就在小組裡分享，讓更多人明白。牧區也計
劃在主日時，分享相關兩性的訊息，讓更多的青少年對此有正確的價值觀。 

輔導們對於大專生一直有個計畫，就是能夠更多參與在教會各年層，能深入的
建立與肢體的關係，預備他們在主裡邁向父老的階段，可以去門訓⼈，可以去服事
更多的需要，使他們在未來即將面對更多的試探及挑戰時，可以有像家人⼀樣的關
係，成為他們的後盾及支持。因此，將大專小組的聚會時間改至星期六下午，鼓勵
大專生在小組聚會完，能夠參與星期六晚上的成人崇拜。星期天能夠服事國中和高
中的小組、兒童或是成人敬拜。即將的變動，讓這群青少年不是停滯不前，反而各
個小組長更加積極地去帶小組，來影響組員的生命，以至於青少年開始邀約朋友，
來到主日聚會! 

過去的三個禮拜中，來了七位新朋友。感謝神! 繼續同心合意的禱告及服事，
一起經歷聖靈的帶領及充滿，相信神要將得救的人，不斷的加給我們。 
請肢體們為我們禱告: 
1. 為著青少年可以更多領受神的話及神的愛，使在他們的學校及朋友圈中，能為主

作光作鹽。 
2. 為著大專小組的變動，求神讓每位大專生，可以經歷聖靈，承接更大更難的服事，

為神所用。 
3. 為著 8/12-8/17的高雄服務學習營禱告，求神保守天氣及過程一切平安，讓每位

青少年可領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精神。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謝易軒 洪珮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汪佩錚 淑娟/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李佩育 麗群/鈺慈 

音控 李冠勳 齊廣亞 維安/泰銘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謝易軒 洪珮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汪佩錚 淑娟/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李佩育 麗群/鈺慈 

音控 李冠勳 齊廣亞 維安/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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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38 上週奉獻 153,460 

   上週結存 30,722  

08 月份 
累計支出 

122,738 
08 月份 
累積奉獻 

153,460 

本月結存 30,722 

本年 
累計支出 

4,190,604 
本年 

累計奉獻 
4,150,786 

 經常費累計結存 -39,818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8/10.08/11 08/17.08/18 08/24.08/25 

諮委輪值 張文儒 陳燕昌 蔡麗君 

招待服事 曙壹 加恩 曙貳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56 兒童 25 D0 58 

國中 14 青少年 21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55 D2 28 

真愛  0 合  計 201 D3 10 

樂齡  25 週間小組 112 D4 2 

合計 95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