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信服耶穌好幸福」、「超級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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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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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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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邱維安 12/25陳純芝 

12/22林友斌 12/28齊聖琴 

日期 新約 舊約 

12/23（一） 來 03 撒上 12 

12/24（二） 來 04 撒上 13 

12/25（三） 來 05 撒上 14:01-23 

12/26（四） 來 06 撒上 14:24-52 

12/27（五） 來 07:01-14 撒上 15 

12/28（六） 來 07:15-28 撒上 16 

12/29（日） 來 08 撒上 17:01-30 

信服耶穌好幸福 
超級聯盟 

     兒童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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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1 
  



 

12月聖誕福音月 

聖誕歡慶不停息，下週別忘了 12月 24號

-25號，鼓勵各位家人繼續堅持不忘把好消息

帶給身邊的人，別忘我們本身就是最真實的見

證，隨時與人分享我們生命的改變與祝福。 

增添新家人啦！ 

 神的家中又增添新成員囉！徐昌樂弟兄

將於主日受洗，讓我們繼續為他守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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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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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短宣預告 

2020 CCMN國際暑期短宣「同奔地極」，明

年短宣隊伍將於下週公佈，明年 1/1 正式報

名；現在開始預備自己明年一起去短宣！ 

貼心小叮嚀 

最近天氣早晚溫差大，請各位弟兄姊妹注

意保暖，別忘了出門多加衣服禦寒，身體是神

的殿，讓我們細心呵護，好能為主效力。 

肢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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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活水小組 Emily姊妹的父親張昭南弟

兄身體復原，能有足夠體力來參加樂活及

主日，更認識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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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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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已完成

第二次化療，求主賜恩典醫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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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望愛小組林怡秀姊妹的父親林成燉弟

兄因上週車禍，手板骨折，雙腳皮肉傷，

影響行路；求主醫治且喜樂充滿。 



      

 

 

 

 

 

 

  

 

 

 

 

 

 

長輩牧區 

聖誕節即將來到，祝福大家聖誕快樂。願這位為我們從天降生的主常與我們同在。

願各位弟兄姊妹在未來一年裏，從分享中領受耶穌降生帶來的喜樂、平安和盼望。 

基督徒對耶穌降生在馬槽的故事並不陌生，許多地區的教會與基督徒，也都會在每

一年的聖誕節慶祝並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但是耶穌的降生，究竟跟我們有什麼樣的關

係？耶穌的降生是否真的對我們的生命與生活，產生具體的影響？若是我們的生命與生

活，並沒有因耶穌的降生而改變什麼，那麼耶穌的降生，對我們而言，是不具有實質意

義。透過聖經挖寶與長輩們分享耶穌降生的故事，長輩們也見證他們因為生命中遇見主

認識主以後，帶給他們生命的轉化與改變，感受到他們在生活中因信靠神帶來無比的的

喜樂與平安，並在基督裡被尊榮被當作寶貝，這是他們以前從未有的經歷。感謝主，如

此厚愛這一群單純良善的長輩們。也鼓勵長輩們利用聖誕節與家人朋友分享福音佳音，

將耶穌介紹給需要的人，因為耶穌就是愛，就是最美的聖誕禮物。 

“在 至 高 之 處 榮 耀 歸 與 神 ！ 在 地 上 平 安 歸 與 他 所 喜 悅 的 

人 ！。”。路加福音 2：14 

請為我們代禱: 

1.願神賜智慧給事奉團隊知道如何幫助剛信主長輩信仰根基建立。 

2.為長輩生命禱告，有願意的心不小看自己，隨時隨處分享福音並結出福音的果子。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姚鈺珣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佩錚/迦瀚 汪佩錚 佩錚/冠勳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麗群 蕭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邱維安 陳泰銘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姚鈺珣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佩錚/迦瀚 汪佩錚 佩錚/冠勳 

司鼓 林岳毅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李麗群 蕭鈺慈 王鈺菁 

音控 邱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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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844 上週奉獻 168,630 

   上週結存 -165,214  

12 月份 
累計支出 

448,170 
12 月份 
累積奉獻 

403,300 

本月結存 -44,870  

本年 
累計支出 

6,888,005 
本年 

累計奉獻 
6,333,118 

 經常費累計結存 -554,887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2/21.12/22 12/28.12/29 01/04.01/05 

諮委輪值 陳燕昌 蔡麗君 張文儒 

招待服事 豐盛 雅歌 歌頌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31 D0 58 

國中 20 青少年  19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38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88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95 D4 2 

合計 81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