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憐憫的心腸」                            西 03:12 

一、 憐憫的意義 

 

 

 

二、 憐憫的行動力 

 

 

 

三、 憐憫的捨己心 

 

 

 

四、 憐憫的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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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您在憐憫人的事上做了甚麼? 有甚麼樣影響? 
2.請分享「憐憫的心」給自己帶來甚麼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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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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蔡麗君 10/19粘麗丸 

10/15廖清德 10/22徐傳瑛 

日期 新約 舊約 

10/14（一） 林前 14:26-40 申 26 

10/15（二） 林前 15:01-34 申 27 

10/16（三） 林前 15:35-58 申 28 

10/17（四） 林前 16 申 29 

10/18（五） 林後 01 申 30 

10/19（六） 林後 02 申 31 

10/20（日） 林後 03 申 32 

憐憫的心腸 

     杜瑞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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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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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3 
  



 

時時傳福音 

傳福音~就是分享你信耶穌後的生命，你

如何知道一切都是出於主豐盛的恩典，如何在

生活中依靠主，把耶穌的美好訴說出來。讓我

們一起努力，無論何種方式，重要的是讓人有

聽見福音的機會，我們就是那重要的角色，一

起為主傳福音吧!!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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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家人回來囉！ 

    激城宣教士 Echo 回來述職囉！歡迎各位

小組邀請 Echo到小組分享~報名請找同工青樺

姊妹。 

肢體關懷 

◎繼續為歌頌小組尹麗香姊妹守望禱告，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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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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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夢想而偉大，世界因有愛而溫

暖。每個夢想都是一個蓄勢待發的小小種

子，願你我一同呵護這些種子長大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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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536 元，桌數：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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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倒數的日子，有更多豐收突破的見證。 

2.為每一位重慶家人來禱告，讓神的愛來

預備我們的心，以主人的心接待每一位貴

賓，勇敢將福音分享出去。 

3.為餐會當中的慕道友和未得之民禱

告，願他們的心敞開接受耶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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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求主讓每個節目最後排練及預備能夠

順利，目前有一個節目無法演出，願主讓

節目在調整中都能順利。也請繼續為國小

生輔班郭彥均腿傷的復原禱告，求主保守

他的內心不受影響，有另一方式的參與！ 

6.為國小王家裕及媽媽的見證禱告，讓家

裕及媽媽的在當天現場見證時有平靜安

穩的心，老師們也有從神而來的智慧，知

道如何完整呈現見證。 

7.為內場招待人員禱告，求主加添夠用的

人力!如弟兄姊妹有感動願意參與，請找

麗君姐妹報名。 



      

 

 

 

 

 

 

  

 

 

 

 

 

 

青年牧區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01 

青年牧區在進入 10 月份後，便緊鑼密鼓的預備感恩餐會的節目，這其中 由

大專生，帶著高中生和國中生一起預備這美好的服事，就如同門徒的一代接 一代。

而這群大專生們，因著長輩、愛家老爸老媽及許多社青小組的榜樣，願 意帶領著

下一代的青少年，投入在節目的預備及招待的服事中，就如同保羅對 哥林多教會

所說的，青少年們在愛的環境陪伴下，認同教會是他們的家，效法 弟兄姊妹們的

付出，甘心樂意地參與在美好的事工當中。 而也在弟兄姊妹踴躍邀約嘉賓的鼓舞

下，青少年也踴躍邀請身邊的同伴， 一起參與在感恩餐會，甚至面對家裡經濟狀

況較不允許的青少年，願意為他們 奉獻，讓他們也可以參與在這美好的事工中，

甚至有些青少年去跟老師介紹協 會的服務，讓老師願意支持協會的服務。相信這

也是感受到弟兄姊妹，樂意陪 伴及支持青少年的榜樣下，所帶下美好的果子。謝

謝弟兄姊妹樂意顧惜年輕的 肢體，如今青少年也樂意地去顧惜其他的肢體。  

邀請您，持續為青少年守望禱告：  

1. 為餐會表演的順利禱告，包含歌唱技巧練習、服裝的網羅以及表演的默契， 期 

盼能夠見證上帝在當中的愛！  

2. 為青少年能在生活中，也能看到身旁的人的需要，就甘心樂意的幫助那些需 要 

幫助的人，將神的愛帶到身邊的人。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洪珮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丁淑娟 佩錚/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林岳毅 麗群/鈺慈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陳泰銘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洪珮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丁淑娟 佩錚/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林岳毅 麗群/鈺慈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陳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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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62 上週奉獻 173,503 

   上週結存 86,541  

10 月份 
累計支出 

86,962 
10 月份 
累積奉獻 

173,503 

本月結存 86,541  

本年 
累計支出 

5,290,557 
本年 

累計奉獻 
5,096,412 

 經常費累計結存 -194,145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0/12.10/13 10/19.10/20 10/26.10/27 

諮委輪值 張文儒 陳燕昌 蔡麗君 

招待服事 恩賜 活水 門徒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28 D0 58 

國中 25 青少年 21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49 D2 28 

真愛  80 合  計 198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02 D4 2 

合計 166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