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教會 30週年足跡 
重慶教會的前身是在 1976 年由美國浸信宣道會差會所開拓的佈道所，後由林炳輝

牧師夫婦承接，並在 1982年成立「浸信宣道會西台中教會」，先後於台中市公益路及

華美西街租屋聚會，1985年購下台中市重慶路現址，隔年興建會堂並更名「重慶教會」，

1989年會堂完工聚會至今邁入第 30年。 

回顧過去，重慶教會一直以「家」的氛圍來建造，看重關係建立團契，以門訓為裝

備，如同多數教會的建造，1994年開始發展小組教會，並興起更多肢體承擔小組長的事

奉崗位，及至 1999年林炳輝牧師全家規劃移民美國，教會也由個人領導轉為團隊服事。

歷經約 3年的承接轉換中，在 2002年由李麗珍牧師承擔團隊領導，確立教會異象－「拓

展細胞小組教會、成立門徒訓練中心、發展社會宣教服務」。 

1999年，當時台灣發生 921大地震，這場天災重創了各地，卻震醒了台灣的教會界，

動起來，不再停留於會堂式的內向聚集，開始走出去展開宣教服務行動。當時，重慶教

會亦投入救災事工，認領霧峰災區，並派任何志文同工，成立霧峰家園再造中心，且透

過教會小組定時地支援、扶持，至 2004年獨立成立「霧峰和睦教會」。 

此外，重慶教會在 1999 年亦透過成立「愛鄰社區服務協會」在鄰近社區開展新事

工，在 2002年開始社區的兒童生輔班。同時，重慶教會亦在宣教事工上效力，1998年

起每年差派肢體參加 CCMN（細胞小組宣教網絡）海外短期宣教活動，並多次舉辦國內短

宣行動，且於 2005年差派紀奉璋傳道一家五口前往泰北展開長宣事工，也差派陳立民

傳道一家四口在台中太平建立「愛鄰教會」。 

隨著事工的推展，重慶教會不斷求突破，透過學習、觀摩尋求新的方向。而在 2012

年香港牧鄰教會王利民牧師幫助台中牧者「教練網絡」的教導，聚焦如何建立健康、門

訓、宣教的教會。重慶教會也在原先的異象中修正方向，以「關係」為本，不僅凝聚會

眾們一同走，也驅動眾教會們比肩而行。 

重慶教會近年來推展門訓，建造關係的根基，小組內氣氛跟使命感至此不同，許多

組員被興起，關心、扶持，甚至門訓人，教會也自己訓練同工來培植、預備為宣教效力

的工人，並先後差派一位姊妹在限制國家的激城，及一對夫妻在北非的法包城，如今繼

續有多位在等候裝備中；我們愛鄰社區事工由兒童生輔班，進而國中生輔班，這幾年更

發展銀髮族樂齡事工，有更多的肢體一起參與服事！ 

2019年是重慶教會在重慶路聚會的第 30年，李麗珍牧師無預警的罹癌休養，教會

卻依然進行，我們的關係更健康緊密，得救受洗的人不斷增添，不是藉著有恩膏的教導

者所設立的課程，而是人人參與在其中的門訓關係；我們的社區工作比先前更活躍，社

區許多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注入更多的支援及肯定；我們的宣教腳步更殷勤，國內的

歷奇營、國外的短宣，激勵更多肢體走出舒適圈，為要觸摸得著人；與眾教會的關係更

突破，沒有教派的限制，更像一家人走在一起，實現「One Body One Church」！ 

    2020 年以後的重慶教會要繼續走向「健康、門訓、宣教」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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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齊聖琴 12/30 張文儒 

12/29 鄭家安 12/31 施婉婉 

12/30 陳建瓏 01/02蔡智琴 

日期 新約 舊約 

12/30（一） 來 09:01-14 撒上 17:31-58 

12/31（二） 來 09:15-28 撒上 18 

01/01（三） 來 10:01-18 撒上 19 

01/02（四） 來 10:19-39 撒上 20 

01/03（五） 來 11:01-17 撒上 21 

01/04（六） 來 11:18-40 撒上 22 

01/05（日） 來 12:01-13 撒上 23 

歲首到年終 

     李麗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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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9 
  



 

路徑滴滿脂油的 2019年 

    2019年的尾聲，回頭看見上帝恩典滿滿，

帶領我們經過如此豐盛的一年，不只是我們領

受了豐盛祝福，更看見我們也能成為別人的祝

福。2020 年是更新的一年，相信神在我們每一

個人的生命中都特別的計畫，新的應許、新的

恩典讓我們繼續在新的一年為神在每個角落

簡簡單單活出愛。 

增添新家人啦！ 

 神的家中又增添新成員囉！賴鎮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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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CCMN 國際暑期短宣「同奔地極」 

最期待的國際暑期短宣即將在 1/1正式開

放報名，參與短宣不只是成為宣教地的祝福，

更是擴張自己靈命的機會，趕快看好要報名的

隊伍揪朋引伴一起報名去短宣吧!短宣資訊在

二樓公佈欄，報名連結請鎖定 CCMN粉絲專頁，

或洽詢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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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三)同工休假，如有需要請以手機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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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因車禍，手板骨折，雙腳皮肉傷，影響

行路；求主醫治且喜樂充滿。 



      

 

 

 

 

 

 

  

 

 

 

 

 

 

崇拜大綱：「歲首到年終」                                      來 01:01-03 

一、創造者: 
＠世界創造者 
＠ 教會設立者 
＠ 生命給予者 
二、托住者： 
＠ 神的命令托住萬有 
＠ 神的旨意建立教會 
＠ 神的計畫呼召你我 
三、潔淨者： 
＠ 耶穌洗淨人的罪 
＠ 耶穌治理神的家 
＠ 耶穌搭救神兒女 
四、成就者： 
＠ 信心堅持到底 
＠ 肢體彼此相勸 
＠ 竭力進入安息 
小組分享趣： 
1.請分享這一年你和教會（小組）從神得著的恩典！ 
2.請分享這一年神在你和教會（小組）所成就的工作！ 
異象傳遞禱告： 
1.請為教會 2019年感謝神，為 2020年教會要走在「健康、門訓、宣教」的更新路禱告， 
  所有肢體一起走，同心走，得力走。 
2.請為 2020年台灣的政治選舉禱告，求神興起合神心意，敬畏神，為公平公義效力的政 
  治群體，特別是總統！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謝易軒 

司琴 汪佩錚 佩錚/冠勳 鄭雅馨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林聖恩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林岳毅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謝易軒 

司琴 汪佩錚 佩錚/冠勳 鄭雅馨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林聖恩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楊博堯 

音控 陳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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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2 上週奉獻 138,518 

   上週結存 116,606  

12 月份 
累計支出 

470,082 
12 月份 
累積奉獻 

541,818 

本月結存 71,736  

本年 
累計支出 

6,909,917 
本年 

累計奉獻 
6,471,636 

 經常費累計結存 -438,281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12/28.12/29 01/04.01/05 01/11.01/12 

諮委輪值 蔡麗君 廖清德 張文儒 

招待服事 雅歌 歌頌 恩賜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29 兒童 35 D0 58 

國中 20 青少年  31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79 D2 28 

真愛  0 合  計 245 D3 10 

樂齡  32 週間小組  119 D4 2 

合計 81   D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