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Y世代的見證」                         申 06:01-09 

（一）敬畏並遵行神的話 

 

 

 

 

 

 
 
（二）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三)殷勤教訓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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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如何遵行神的話，實際實踐神的話語？ 

2.分享之前被人陪伴的經驗，之後怎麼去陪伴人？ 

異象傳遞禱告： 
1.請小組大力動員為社區慈惠事工邀約親朋好友參加募款感恩餐會，將此好消息告訴人 
  一起參與。 
2.請小組一起相約為募款感恩餐會守望禱告，為邀約的對象，緊鑼密鼓的策劃同工，參   
  與節目表演的肢體，一年比一年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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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張惠美 

10/03 辜詠文 

10/05 吳元元 

日期 新約 舊約 

09/30（一） 林前 04 申 12 

10/01（二） 林前 05 申 13 

10/02（三） 林前 06 申 14 

10/03（四） 林前 07:01-24 申 15 

10/04（五） 林前 07:25-40 申 16 

10/05（六） 林前 08 申 17 

10/06（日） 林前 09 申 18 

Y 世代的見證 

     賴丞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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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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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者：林岳毅、賴丞彥、周閔惠。 

肢體關懷 

◎感謝神！歌頌小組尹麗香姊妹平安出院，願

主掌管麗香的身體，醫治她因癌症造成的感

染、腸胃道不適、腎功能低下等問題；宣告每

天有從神而來的喜樂盼望充滿麗香的全人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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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李麗珍牧師硬塊切除手術順利，繼

續為術後復原及化驗禱告，深信主必掌權及引

導，結果平安充滿在牧師心中。 

社區報 

新的一期社區報出版囉！鼓勵家人利用

社區報連結關係，一起支持社區的事工！ 

家有囍事 

    恭喜 雅鈞小組王禹菱姊妹和石政訓弟

兄已於 8/24登記結婚，將於 10/19 舉行結婚

感恩禮拜，讓我們為這新家庭祝福代禱，使

他們一生走在神蒙福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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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336元，桌數：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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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帶領在最後這個月的收款，有

滿滿豐收的見證。 

2.願突破的恩膏臨到每一位家人們，繼續

勇敢邀約，也願神親自感動讓更多的人願

意回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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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最好的獻給主 
我們能給主耶穌甚麼？我們沒有玉瓶香膏，那我們可獻出甚麼?至少有三樣禮物是我

們每一個都能獻給祂的: 
▲我們能給祂我們的最愛 
這是最重要的，也正是馬利亞所作的；儘管膏油所費不菲而瓶子十分貴重，她獻給祂的
真正禮物其實是她的愛。我們都可以將我們的愛獻給祂，而這正是祂最渴望得到的。你
有否將自己的最愛獻給祂? (比較太 10:37及約 21:15-17) 
▲我們能給祂最好的歲月 
能將整個生氣勃勃而活力充沛的人生奉獻給主，是何等的殊榮！祂不配得著我們最好─
─我們最好的力量，人生最年輕力壯的日子嗎?可能我們知道自己屬於主，但仍為自己保
留最好的力量、時間和恩賜而不將它們獻給主。 
▲我們能給祂最好的才幹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才幹，你的才幹是甚麼？不管是甚麼，主都想用它。若你把它單
單放在主的腳前並毫無保留的交給祂，祂會用最奇妙的方法來使用它。你曾唸過弗朗西
絲‧里德利‧哈弗格爾(Frances Ridley Havergal)的《獻身的詩》(Consecration Hymn) 
嗎?你是否真正將你的「時刻...日子...雙手...雙腳...聲音...嘴唇...銀子...金子...
智力...意志」奉獻給主? 

將自己最好的獻給主耶穌將有何結果?若我們將我們最好的，我們的一切獻給祂，有
三件事情會隨之而來: 
▲有些人會反對 
馬利亞將自己最好的獻給主後立刻招來憤怒、抱怨、批評和誤解 (約 12:5)。猶大很快說
出馬利亞的奉獻是「枉費」，而這往往就是這世界對完全奉獻主的人生的評價 (太 26:8)。 
▲主耶穌會喜悅 
世上最大的事是得到祂的稱讚 (可 14:6)。只要祂喜悅我們，我們還需介意世界的想法嗎? 
▲他人將得著幫助 
馬利亞委身及奉獻的簡單行動帶來多麼美好的結果! (可 14:9)。 誰能估計一個完全奉獻
給主的生命有多深遠的影響?你的生命完全奉獻給主了嗎?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朱音/冠勳 鄭雅馨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朱音/冠勳 鄭雅馨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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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 上週奉獻 94,542 

   上週結存 87,403  

09 月份 
累計支出 

515,855 
09 月份 
累積奉獻 

339,442 

本月結存 -176,413 

本年 
累計支出 

5,172,809 
本年 

累計奉獻 
4,869,359 

 經常費累計結存 -303,450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9/28.09/29 10/05.10/06 10/12.10/13 

諮委輪值 廖清德 汪佩錚 張文儒 

招待服事 雅歌 歌頌 恩賜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27 D0 58 

國中 25 青少年 26 D1 99 

得勝者 60 成人 148 D2 28 

真愛  84 合  計 201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91 D4 2 

合計 230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