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見證人生」                            羅 08:31-39 

一、不能隔絕的愛− 

 

1. 使愛隔絕的謊言： 

 

 

 

 

2. 愛不隔絕的深信： 

 

 

 

 

 

二、得勝有餘的人生− 

 

1. 忍耐等候的盼望： 

 

 

 

 

 

2. 靠主得勝的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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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在你人生中會使愛隔絕的境遇，如何修復？或修復的挑戰？ 

2.請分享靠主得勝對你現階段的經歷與意義！ 

異象傳遞禱告： 
 1.請小組持續不斷推動社區感恩餐會的邀約，並以信心大大認桌與認獻！ 
2.請為感恩餐會的籌備與節目的練習和達到目標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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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張璇貞 

日期 新約 舊約 

09/23（一） 羅 14 申 05 

09/24（二） 羅 15:01-21 申 06 

09/25（三） 羅 15:22-33 申 07 

09/26（四） 羅 16 申 08 

09/27（五） 林前 01 申 09 

09/28（六） 林前 02 申 10 

09/29（日） 林前 03 申 11 

見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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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舞、活水、泉源、晨光、豐盛、願意 
◼       全意 
◼ 週四：雅歌、雅鈞 

週五：以琳、曙壹、奇妙、曙貳 
週六：門徒、凱瑞 

   2019.09.22 
  

 



 

建立根基 

    各位弟兄姐妹 2019 都要進入最後一季

了，你跟上教會讀經進度了嗎？新約進度即將

進入哥林多前書，舊約進度剛進入申命記；讓

我們一起跟上讀經步伐，讓神的話語光照並使

我們靠主得勝吧！ 

Happy教師節 

9/28(六)為教師節，別忘記撥出時間學習

對自己生命中的導師/老師/門訓者/小組長表

達感恩，別忘記也紀念教會老師肢體們的付出

與擺上，邀請肢體一同鼓勵與致謝。 

主日老師名單：黃秀月、丁淑娟、吳巧巧、廖

妤甄、李玉玫。 

生輔班老師名單：黃秀月、丁淑娟、吳巧巧、

洪杰、李麗群、陳秀金。 

青少年輔導：賴丞彥、江青樺、沈意文。 

肢體關懷 

◎求神醫治歌頌小組尹麗香姊妹，在接下來的

治療盡都順利；腸胃系統恢復正常，有好的食

慾及精神、體力；願神的話語成為麗香的力

量，挪去一切消極負面的情緒。 

◎感謝神歌頌小組蔡金菲姊妹腰椎手術順

利，繼續為術後復原禱告。 

◎求主醫治林滿足姐妹，為化療期間的身心禱

告，神的喜樂、平安成為她的力量，挪去一切

化療的副作用和不適。 

◎請為李麗珍牧師將在 09/27(五)的左乳二

公分的硬塊切除手術及化驗禱告，深信主必

掌權及引導，手術順利，結果平安充滿在牧

師心中。 

2019「勇敢愛」感恩餐會  

「你也許可以數得出來一棵蘋果樹上有

多少顆蘋果，但你不會知道，當這棵樹上的

蘋果掉下來、落入土裡，將來長成蘋果樹後，

又會長出多少果實。」願我們能有更多人願

意去做一顆落地的蘋果，把種子散播出去。 

鼓勵各位肢體繼續強力邀約，並請小

組同心為著所設立的目標，彼此打氣突破

設限，讓更多人參與這個愛的事工！ 

目標金額：450萬，桌數：130桌 

目前金額：666,056元，桌數：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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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券登記表及金額請小組長協助於

09/30(一)繳交，以利後續安排桌位。 

代禱事項： 

1.為著目前神所祝福的每一筆捐款獻上

感恩。願弟兄姊妹們繼續勇敢邀約，也願

神親自感動讓更多的人願意回應。 

2.請為節目的協調及預備禱告，奉主的名

挪去所有的困難，喜樂充滿每一次的排練

過程。 

4.請為主持人玉玫及靜芳禱告，願神透過

她們願意的心祝福整個餐會流程聯絡得

宜。 

5.請為當天所要分享的所有見證影片禱

告，願神賜下智慧跟感動在製作團隊身

上，當日能夠清楚呈現並讓人心感動。 

6.請為國中小生輔班師生禱告，有神的智

慧引導孩子們預備心專注及勇敢參與在

節目及見證練習中。 

7.為所有參與在感恩餐會服事的肢體禱

告，願神賜下夠用的能力，為主擺上，為

主奔走。 

8.最後，在倒數的這個月份，我們誠摯的

邀請更多代禱勇士們一起加入“禁食禱

告”的行列中，有意願的您可在主日會後

找同工報名哦！ 



      

 

 

 

 

 

 

  

 

 

 

 

 

 

長輩牧區 
使徒保羅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前 4:9）。過去這幾

年，長輩服事團隊的成長，真是如同一台精彩的好戲。感謝神邀請團隊進入這場戲，

祂也召募了許多 不同的演員來配搭，有臨時演員、也有長期搭檔，有時是悲劇、

有時是喜劇，有時是降卑、有時是 高升，有時是缺乏、有時是豐富，有時是哭泣、

有時是讚美。神是我們最偉大的導演，一切掌聲、 榮耀都歸給祂！ 

當神呼召耶利米作祂的僕人時，神就成了耶利米一生的導演。神對耶利米說：

「我差遣你到誰那 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耶 1:7）。

當團隊志工們願意把自己奉獻給神、 事奉神事奉人的時候，神的要求很簡單，和

耶利米一樣，兩個字：「聽話！」。感謝主，賜給團隊一群同心順服聽話的弟兄姊妹，

每次出場，團隊都擺上最好，全力演出！神不斷 擴大團隊的舞台、台上參與的人

也愈來愈多，十字架的光輝也越照越遠，演員的喜樂也愈來愈大！長輩服事不再是

做一個死一個，毫無盼望；而是在喜樂中信心經歷神奇妙的帶領。願神 在我們微

小的舞台上，繼續彰顯祂偉大的榮耀！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 一

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弗 3:17-18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姚鈺珣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雅馨/迦瀚 汪佩錚 朱音/冠勳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麗群 蕭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邱維安 陳泰銘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姚鈺珣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雅馨/迦瀚 汪佩錚 朱音/冠勳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麗群 蕭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邱維安 陳泰銘 邱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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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760 上週奉獻 135,685 

   上週結存 -227,075  

09 月份 
累計支出 

508,716 
09 月份 
累積奉獻 

244,901 

本月結存 -263,815 

本年 
累計支出 

5,165,670 
本年 

累計奉獻 
4,774,817 

 經常費累計結存 -390,853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9/21.09/22 09/28.09/29 10/05.10/06 

諮委輪值 蔡麗君 廖清德 汪佩錚 

招待服事 豐盛 雅歌 歌頌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6 兒童 24 D0 58 

國中 16 青少年 14 D1 99 

得勝者 60 成人 145 D2 28 

真愛  84 合  計 183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07 D4 2 

合計 218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