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愛你的鄰舍」                         路 10:25-37 

一、Who？誰是我的鄰舍？ 
 
 
 
 
 
 
 
 
二、How？我要如何愛我的鄰舍呢？ 
 
 
 
 
 
 
 
 
 
三、Why？為什麼要愛鄰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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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在信仰成長中最照顧你的一個人：他（她）是如何照顧你的？使你得到哪些福音 

的好處？  
2. 試分享在成為別人的鄰舍這件事上，你有什麼是可以挑戰自己去行的？使他可以得著福 

音的好處？最後大家互相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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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提醒組員不要忘記對神的十一奉獻，使神的家有糧，也是蒙神賜福的管道，請為教 
   會下半年的奉獻赤字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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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牛裕容 10/11陳映蓉 

10/10葉仁佑 10/11林聖恩 

日期 新約 舊約 

10/07（一） 林前 10:01-22 申 19 

10/08（二） 林前 10:23-33 申 20 

10/09（三） 林前 11:01-22 申 21 

10/10（四） 林前 11:23-34 申 22 

10/11（五） 林前 12 申 23 

10/12（六） 林前 13 申 24 

10/13（日） 林前 14:01-25 申 25 

愛你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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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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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06 
  



 

增添新家人啦！ 

神的家中又增添新成員囉！曙舞小組于蕙

禎姊妹將於本周主日受洗，讓我們繼續為她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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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禱告 

教會於每週主日聚會前舉行會前禱告，

鼓勵家人一同來參與，經歷聖靈的同在及引

導，透過禱告看見神奇妙的帶領。 

時間: 每周六晚上 06:30-07:00 

      每周日早上 09:00-09:30 

      歡迎找同工榮坤弟兄報名。 

肢體關懷 

◎願主醫治歌頌小組尹麗香姊妹的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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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化療期間挪去一切

藥物的副作用和不適，願神的喜樂、平安成為

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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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小提醒 

    10/10(四)國慶假期同工休假，如有事情

需要連絡，請打同工手機唷！ 

2019「勇敢愛」感恩餐會  

一次真心的付出可以得到愛的回

報，一段用心的陪伴可以溫暖整個社會，

一顆有愛的心可以照亮黑暗的角落。 

因為您的成全，使生命繼續向前，今

年的主題「勇敢愛」，邀請大家「勇敢愛 分

享愛」使世界更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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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036元，桌數：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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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預

備來參與的貴賓獻上感恩，願主繼續帶領

在倒數的這些日子，有更多豐收突破的見

證。 

2.願突破的恩膏持續帶領我們去邀約，也

願神親自感動讓更多人願意回應。 

3.請為所有的見證影片禱告，願神加添能

力帶領團隊在期限內完工，當日能夠清楚

呈現並感動人心。 

4.求主保守所有參與人的身心靈喜樂、平

安，沒有意外發生，為國小生輔班郭彥均

腿傷的復原禱告，雖然影響原先的表演，

求主保守他的內心不受影響，有另一方式

的參與！ 

5.目前招待人員非常不足，願主興起更多

家人來投入，也請可以服事的家人與同工

岳毅報名。 



      

 

 

 

 

 

 

  

 

 

 

 

 

 

牧者的話 
親愛的家人十月歡慶：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

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 

20年前 921大地震經歷到天搖地動，改變了整個社會，讓我們體會到天災的可

怕，然而危機也成了轉機，許多的教會因而打開大門走出去關心受災區與災民，重

慶教會蒙神的保守，建築物沒有毀損，卻使我們同心捐錢捐物資、做愛心便當以及

到受災區傳福音分享愛，也因此拓展霧峰第一間教會，走出去開展了海內外的短

宣，進而長宣；同時也更實際的做社區慈惠事工，從國小生輔班、國中生輔班到銀

髮族的樂齡，這二年我們也藉著歷奇營走入老年偏多的偏鄉地區找和平之子，為鄉

鎮祝福禱告！ 

感謝主！不是因為我們多有能力，多有資源，多有人力！人看我們是中小教

會，然而我們去做神要我們做的，不知不覺卻使多人得祝福，也鼓勵許多教會勇敢

去行，連地方政府都倚重我們的幫助！親愛的家人，追朔到此是否當為神拍掌！多

麼奇妙的神所引導的路！雖然環境讓我們看到困難、缺乏、無力，但是神從來沒有

讓我們卻步，向前走一步，神就供應而不缺乏！所以我們更「勇敢愛」！ 

10月 19日社區感恩餐會是你我向社會大眾及世人的見證，神就是愛，神愛世

人！同時也將人的愛心激發起來，用愛來改變這世界！20年前你我的參與，20年

後我們繼續走，同時更多人與我們一起走，如今我們所做的，深信我們將做更大更

奇妙的事！ 

                                           邀你一起勇敢愛的使女麗珍敬祈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林岳毅 洪珮菱 

司琴 朱音/冠勳 鄭雅馨 丁淑娟 

司鼓 拔紹閎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張蕎安 楊博堯 林岳毅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林岳毅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林岳毅 洪珮菱 

司琴 朱音/冠勳 鄭雅馨 丁淑娟 

司鼓 拔紹閎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張蕎安 楊博堯 林岳毅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林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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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6 上週奉獻 53,550 

   上週結存 22,764  

09 月份 
累計支出 

546,641 
09 月份 
累積奉獻 

392,993 

本月結存 -153,648 

本年 
累計支出 

5,203,595 
本年 

累計奉獻 
4,922,909 

 經常費累計結存 -280,686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0/05.10/06 10/12.10/13 10/19.10/20 

諮委輪值 汪佩錚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歌頌 恩賜 活水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35 D0 58 

國中 25 青少年 
139 

D1 99 

得勝者 60 成人 D2 28 

真愛  84 合  計 174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29 D4 2 

合計 230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