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宣教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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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信息，對你來說有什麼啟發? 
 2.根據這些啟發，你可以怎麼實踐在生活中? 
異象傳遞禱告： 
 1.請推動三道愛（道恩、道歉、道愛）向你的家人、屬靈家人、親友、同事，為這 2019 
   年所蒙的恩！更別忘了如何回應神對你的愛以及教會（屬靈的家）對你的成全。 
 2.請為所關心及守望的慕道親友禱告，帶領他們決志接受耶穌，及鼓勵他們受洗成為神 
   的兒女，在進入 2019年的尾聲，讓我們帶更多人認識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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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陳威任 

11/20陳依馨 

日期 新約 舊約 

11/18（一） 腓 01:12-30 士 03 

11/19（二） 腓 02:01-18 士 04 

11/20（三） 腓 02:19-30 士 05 

11/21（四） 腓 03 士 06 

11/22（五） 腓 04 士 07 

11/23（六） 西 01 士 08 

11/24（日） 西 02 士 09:01-25 

宣教的感恩 

     許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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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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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週六：門徒、凱瑞 

   2019.11.17 
  



 

11月感恩月 

11 月即將來臨！11 月是一個表達感恩的

好時機，鼓勵家人一起開始數算主恩，林後 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

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因神豐盛

的賜福，使我們常常充足！也對身邊的人表達

感謝！用三道愛~道恩、道歉、道愛，讓我們

一起付出行動，實際的把愛說出來！教會在二

樓後面有預備卡片，歡迎自由去領取。 

法包之夜 

    邀請你一起來認識身在遠方的家人，每天

所看見、聽到、觸摸、感受與經歷的種種，讓

我們一起擴張視野並同心回應國度的需要。 

 時間：晚上 19:30 

 地點：教會一樓 

 11/25(一)認識法包-吃香喝辣篇 

 12/02(一)認識法包-世界第二難學的語系篇 

 12/09(一)認識法包-最陌生的一群弟兄姊妹 

2020CCMN台灣宣教高峰會 

會議中將分享全球的宣教視野與需要。你

可以發現這個高峰會是上帝與你相聚的機

遇，能使你以宣教的行動完成大使命，非常難

得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邀請你一起參與成為

宣教運動前進的一份子！ 

  主題: 堅持同行 奔向地極 

  日期: 2020/01/13(一) -01/15(三) 

  地點: 花蓮博愛浸信會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 225號) 

  報名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0ccmntsummit  

兒童貝詩特聖誕劇團 

    兒童貝詩特聖誕劇團從這個禮拜天開始

特訓囉！時間在每個禮拜天主日崇拜過後，地

點在地下室多元學習教室；請大家代禱，求神

幫助小朋友有信心、指導老師有耐心，能夠攜

手完成這次超級聯盟的演出！堅持到底，不放

棄！ 

肢體關懷 

◎請為歌頌小組尹麗香姊妹守望禱告，求

主幫助血糖 、腎功能恢復及讓神透過醫生

的手找到合適的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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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珍牧師 11/22(五) 腫瘤切除手術，

並檢視前哨淋巴有無癌細胞，為傷口癒合

好、好吸收、晚上有好的睡眠、體力恢復

代禱。 

◎感謝神!活水小組 Emily姊妹的父親張昭

南弟兄於 11/09(六)出院，願神保守回家後

身體恢復，也賞賜 Emily的媽媽有足夠體

力照顧，宣告神的喜樂盼望充滿這個家；

求神帶領在申請外勞的過程中，預備最

快、好相處的幫手。 

◎請為活水小組李志文弟兄、豐盛小組李

麗群姊妹的母親李楊蘭姐妹在骨癌治療期

間降低一切藥物的副作用和不適，願神的

喜樂每天充滿她。 

◎請為全意小組林錦雯母親罹患罕見疾病

造成半身不遂復健代禱。 

◎願神醫治雅鈞小組王禹菱姊妹因跌倒而

導致的骨折，為骨頭可以盡快復原禱告，

並有神的喜樂與她同在。 

工商服務 

台灣家庭生命關懷協會 徵求同工伙伴： 

社工+會務執行祕書、出納+行政助理  

†有相關工作經驗 

†對危機懷孕事工有呼召  

†成熟的基督徒姊妹  

†有穩定的教會小組生活 

▲履歷自傳 Email: 

lilian@pregnacysupport.tw 

▲詢問可加入 line@ID:zbr6294s 留言 

mailto:lilian@pregnacysupport.tw


      

 

 

 

 

 

 

  

 

 

 

 

 

 

兒童牧區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

子。希伯來書 13:15 

在這個感恩的季節裡，我們應當以頌讚為祭獻給神！感謝神！生輔班從開學及

至今日我們經歷了許多神的恩典，不論是在孩子們的成長上、或是洪杰老師每天的

擺上、麗群老師每個禮拜的陪伴、以及僑光學生的志工服務，都是從神來的恩典！ 

這禮拜生輔班孩子們考完了第一次期中考，我們在許多孩子的身上看見神的幫

助；特別是在彥均身上看見了美好的見證。從我們以主日後英文補救教學邀請他來

參加兒童主日學開始，看見他每個禮拜非常願意擺上的心；不只是早早來到我們當

中預備服事，也看見他積極渴慕學習英文的心；在這次英文成績上也看見了他美好

的果效。成績公布當天，他興奮地告訴我們：這次是他有史以來英文考最高分的一

次！哈利路亞！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也因著我們不斷鼓勵孩子們要學習勇敢給

出去的能力，彥均也向我們回應明年他很想參加短宣，感謝神！我們真的該回轉像

小孩，學習單單為神獻上自己的生命。 

請繼續為我們禱告： 

1.兒童主日學目前有十幾位小朋友參與在這次的聖誕劇演出，以及玉玫、錦雯、妤

甄與禎國帶領孩子們排練演出以及動作指導。求神幫助每一位老師有智慧及耐心

地教導孩子，讓孩子堅持不放棄。 

2.近日天氣變化大，求神幫助孩子們能良好適應天氣轉換，身體健壯。 

3.求神介入，翻轉教育界不合神心意的法規！ 關乎青少年、幼兒的各項議題，都

必回到祢的正道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丁淑娟 佩錚/迦瀚 朱音/冠勳 

司鼓 林聖恩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楊博堯 麗群/鈺慈 王鈺菁 

音控 林岳毅 陳泰銘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廖立凱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丁淑娟 佩錚/迦瀚 朱音/冠勳 

司鼓 林聖恩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楊博堯 麗群/鈺慈 王鈺菁 

音控 林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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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9 上週奉獻 136,150 

   上週結存 124,171  

11 月份 
累計支出 

141,931 
11 月份 
累積奉獻 

293,092 

本月結存 151,161  

本年 
累計支出 

6,014,330 
本年 

累計奉獻 
5,670,523 

 經常費累計結存 -343,807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1/16.11/17 11/23.11/24 11/30.12/01 

諮委輪值 陳燕昌 蔡麗君 汪佩錚 

招待服事 曙貳 加恩 全意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23 D0 58 

國中 25 青少年  23 D1 99 

得勝者 60 成人 128 D2 28 

真愛  80 合  計 174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26 D4 2 

合計 226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