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跟隨主腳蹤行」                             

▲大使命是什麼？ 
 
 
 
 
 
 
 
 
 
▲以基督的心為心 
 
 
 
 
 
 
 
 
 
 
▲信仰 VS. 宗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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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019年的尾聲，請回顧這一年在個人、家庭、教會、工作、人際關係，你經歷了  
   神哪些恩典與作為，每週分段落分享，在歲末年終時整理起來成為小組的見證（或錄 
   製短片、或畫成一張圖....），成為感恩祭獻給神！



50 

 

12/14屈岳陵 

12/15林淑慧 

12/21邱維安 

日期 新約 舊約 

12/16（一） 提後 04 撒上 05 

12/17（二） 多 01 撒上 06 

12/18（三） 多 02 撒上 07 

12/19（四） 多 03 撒上 08 

12/20（五） 腓力門書 撒上 09 

12/21（六） 來 01 撒上 10 

12/22（日） 來 02 撒上 11 

跟隨主腳蹤行 

     劉瑋琳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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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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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5 
  



 

12月福音月 

溫馨 12 月，鼓勵各位家人趁聖誕佳節分

享福音，將耶穌的好消息傳揚出去！  

成人聖誕區 

▲你想遇見幸福嗎?歡迎邀請朋友一起來參加

12/21(六)晚崇主日，分享信服耶穌好幸福! 

▲12/22(日)主日將會有精彩的兒童聖誕劇

「超級聯盟」演出，關於這世代「上癮」議題，

反應出現代孩子的孤單、父母的忙碌和家庭最

缺乏的「陪伴」，鼓勵肢體邀請新朋友一起來

參與。 

社區聖誕歡慶 

▲大福新城好幸福 

日期：12/21(六)，晚上七點    

地點: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 280號 1樓 

內容：超級聯盟戲劇、聖誕詩歌、見證分享 

鼓勵肢體邀請身邊有孩子的家長與朋友一起

來歡慶，一起好幸福。 

青少年搖滾區 

▲「聖誕奇幻旅程 」 

帶你了解耶穌誕生的意義，將 2000 多年前的

故事，活生生的帶到你面前，讓我們一起參與

在耶穌誕生的故事中吧！ 

日期：12/22(日) 

時間：10:00-11:30 

地點：教會五樓 

報名歡迎請找青少年輔導 

邀請青少年一起共度美好的聖誕節～～ 

關係就是支持 

邀請宣教士進入小組、進入生活中其實就

是一種支持！歡迎大家踴躍邀請我們的家人

法包夫妻到小組分享，一起聽聽神在法包所做

的工作！ 

肢體關懷 

◎奇妙小組張文儒弟兄的父親張榮聰弟兄

於 12/09（一）安息主懷，將於 12/15(日)

下午 14:30在台中火化場懷澤廳舉行安息

禮拜，請為家屬禱告，願神的安慰帶到整

個家族，得著復活的盼望，並賜下平靜安

穩的心處理後續事宜。 

◎為林滿足姐妹禱告，在化療期間有好心

情、好胃口、足夠的營養，達到血液正常

的指標。 

◎感謝神！活水小組 Emily姊妹的父親張

昭南弟兄於 12/13(五)出院，求神繼續保守

術後休養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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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胃口

吃東西代求，願神的喜樂每天充滿她 。 

◎為全意小組林錦雯姊妹的母親臀部、腰

部、大腿、膝蓋復健能早日恢復力量，可

以站立、行走代禱。 

◎感謝神！雅鈞小組王禹菱姊妹目前已復

職，為骨頭可以盡快復原不影響工作和生

活禱告，宣告神的喜樂是她的力量。 

◎感謝神!李麗珍牧師的病理報告出來，ㄧ

切正常，只需三個月追蹤ㄧ次，謝謝弟兄

姊妹的代禱與關心。 

◎為呂明昌弟兄的升結腸惡性腫瘤末期，

腎上腺惡性腫瘤癌末代禱，求主賜恩典醫

治，在下週三第二次化療療程中，有體力，

精神良好，並且有喜樂，平安在他心中。

◎為法包宣教士 Lily 近期罹患癌症第三

期，目前在台治療中，求神親自挪去 Lily

心中的害怕，真知道主必親自用祂大能的

雙手醫治她! 



      

 

 

 

 

 

 

  

 

 

 

 

 

 

兒童牧區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

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加福音 2：10-11 

我們生活在破碎的世界裡，生命難免遇見試探而陷入危險、黑暗之處。但
耶穌來到世間，是為我們帶來好消息、喜樂、與盼望之光，讓我們可以不用活

在恐懼中，感謝神，耶穌是我們的拯救，祂能幫助我們得勝。神也希望我們可

以把好消息分享出去，讓更多人能認識祂，所以今年兒童牧區依然學習走出教
會，去服事大福新城社區，我們真的很希望透過今年戲劇、詩歌、見證分享，

來使人明白耶穌為你我而降生。 

連續幾週下來的練習，發現戲劇中的角色，寫出孩子們正在面對這世界的
真實景況：有上癮、沈迷網路、校園霸凌等問題…。很多時候，我們無力為他

們排除或解決他們在生命現場所要遇到試探或軟弱，但我們知道陪伴中帶下對

神信靠的榜樣，也帶下神的愛，將成為他們面對這世界的勇氣和能力! 

★場次一：12／21晚上七點  地點：大福新城 

★場次二：12／22早上十點  地點：教會二樓 

請為我們禱告： 
1. 為我們最後一週練習禱告，求神幫助老師及孩子都能專心把握時間且喜樂

的練習。 

2.為當天的天氣及交通順利禱告，求神讓一切都能為福音效力。 
3.請為我們所邀請的新朋友禱告，求神讓他們不受攔阻都能前來參加，也能透 

過我們所預備的戲劇、見證、詩歌、弟兄姊妹的服事而認識神。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洪珮菱 姚鈺珣 李冠勳 

司琴 丁淑娟 佩錚/迦瀚 汪佩錚 

司鼓 林聖恩 林岳毅 林岳毅 

投影 王鈺菁 李麗群 蕭鈺慈 

音控 林岳毅 邱維安 陳泰銘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洪珮菱 姚鈺珣 李冠勳 

司琴 丁淑娟 佩錚/迦瀚 汪佩錚 

司鼓 林聖恩 林岳毅 林岳毅 

投影 王鈺菁 李麗群 蕭鈺慈 

音控 林岳毅 邱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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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26 上週奉獻 234,670 

   上週結存 120,344  

12 月份 
累計支出 

114,326 
12 月份 
累積奉獻 

234,670 

本月結存 120,344  

本年 
累計支出 

6,554,161 
本年 

累計奉獻 
6,164,488 

 經常費累計結存 -389,673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2/14.12/15 12/21.12/22 12/28.12/29 

諮委輪值 蔡麗君 陳燕昌 蔡麗君 

招待服事 奇妙 豐盛 雅歌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32 D0 58 

國中 20 青少年  15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37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84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02 D4 2 

合計 81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