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新的眼光」                  來 10:19-25；來 11:01

一、從救恩走入新道路 

1. 坦然的新生命 
 

 

2. 彼此的新群體 

 

 

二、從信心帶出新眼光 

1. 所望之事的實底 

 

 

2. 未見之事的確據 

 

 

三、2020年的重慶教會 

1. 健康教會 

 

 

2. 門訓教會 

 

 

3. 宣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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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門訓、宣教」對個人與教會小組的意義！ 

2.請分享「健康、門訓、宣教」你會如何參與！小組如何成全！ 

異象傳遞禱告：  

1.請推動 2020暑期海外短宣的參加，把握早鳥優惠時間！ 

2.請鼓勵組員早早規劃農曆春假的的休閒，如何讓自己的靈魂體都重新得力，有健康人生、 

  健康家庭、健康服事。 

3.請為 2020.01.11的國家大選禱告，求主預備合神心意的政治人物，得以行公義，好憐 

  憫，與神同行。 



01 

 日期 新約 舊約 

01/06（一） 來 12:14-29 撒上 24 

01/07（二） 來 13 撒上 25 

01/08（三） 雅 01:01-11 撒上 26 

01/09（四） 雅 01:12-27 撒上 27 

01/10（五） 雅 02:01-13 撒上 28 

01/11（六） 雅 02:14-26 撒上 29 

01/12（日） 雅 03 撒上 30 

新的眼光     李麗珍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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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琳、曙舞、活水、願意、晨光、豐盛  

◼ 週四：雅歌、全意、雅鈞                    

週五：曙壹、奇妙                          

週六：門徒、凱瑞、大專                    

2020.01.05 



     

2020"健康"、"門訓"、"宣教" 出發 

鼓勵各小組整合 2019 年神恩典的帶

領，可寫下來交回教會，並可報名主日見證

分享；讓我們在新的一年開始彼此激勵。

2019 年神更新我們在門訓關係上的突破與

進展，更使我們開始把最重要的看為最重要

的! 

2020 年讓我們一起更新將這份熱火延續下

去，為耶穌作生命的好管家、為耶穌做生命

的投資者、為耶穌作生命的祝福者，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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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慕神的話 

新的一年開始，讓我們緊緊抓住神的

話，建立根基在磐石上！鼓勵家人們一起讓

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基石，一起更認

識神並勇敢進入生命職志。 

2020 CCMN 國際暑期短宣「同奔地極」  

參加國際短宣可以擴張視野、經歷神、

學習給予付出，是非常難得的屬靈經驗！ 

ccmn也是連結眾教會的弟兄姊妹，隊員

間彼此合一，抓住大使命，邀請你妳你一起

來。 

*同奔地極，將盼望傳遍各地* 

報名請找雅鈞姊妹 

詳情請找同工洽詢 

    早鳥優惠 1000元，即日起至 02/29 

肢體關懷 

◎感謝主的愛充滿林滿足姐妹的身心靈，使

她在主的懷抱中平靜安穩；感謝主透過醫療

團隊及化療全然醫治，賜給她信心並有從神

而來奪不走的平安與喜樂來取代化療副作用

的重擔與不適，保守滿足姊的免疫力與造血

功能不受影響，使化療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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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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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醫治信望愛小組林怡秀姊妹的父親林

成燉弟兄，手骨恢復神創造原有的位置，並

其他受傷處，身心靈有主的餵養強健。祝福

後續理賠一切順利。 

考生加油站 

    請肢體記念今年參加考試的青少年: 

01/17-01/18 大學學測:藍婞甄，讓她可以順

利走在神為她預備的道路，也相信天父對她

有美好的帶領。 



 

 

 

 

 

 

  

 

 

 

 

 

 

 

牧者的話 
親愛的家人新年新視界：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
信心來到神面前。」來 10:19-22 

感謝神讓我們存著感恩的心揮別 2019年，更是靠著神的恩進入 2020 年，
也是重慶教會的第 31年，是長大成人的教會，竭力建造「健康，門訓，宣教」
的教會。 
健康—— 為耶穌作生命的好管家 
「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前
5:23）」 
門訓——為耶穌做生命的投資者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9:23）」 
宣教——為耶穌作生命的祝福者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 16:15） 

門徒五要操練我們做健康管理的耶穌門徒 
四代門徒操練我們做智慧投資的耶穌門徒 
宣教服事操練我們做富足給予的耶穌門徒 

教會不再以節目活動為聚集的主軸，而是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的教
會。 
「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你們
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新年喜樂、平安、得力、興盛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謝易軒 廖立凱 

司琴 佩錚/冠勳 鄭雅馨 丁淑娟 

司鼓 拔紹閎 林聖恩 陳慶澤 

投影 王鈺菁 楊博堯 李麗群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林岳毅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謝易軒 廖立凱 

司琴 佩錚/冠勳 鄭雅馨 丁淑娟 

司鼓 拔紹閎 林聖恩 陳慶澤 

投影 王鈺菁 楊博堯 李麗群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1/04.01/05 01/11.01/12 01/18.01/19 

諮委輪值 廖清德 張文儒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歌頌 恩賜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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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小 44 兒童 28 D0 57 

國中 16 青少年 17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10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55 D3 10 

樂齡  27 週間小組 92 D4 2 

合計 87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08,180 上週奉獻 115,860 

   上週結存 7,680 

12 月份 
累計支出 

578,272 
12 月份 
累積奉獻 

657,678 

本月結存 79,406 

本年 
累計支出 

7,018,097 
本年 

累計奉獻 
6,587,496 

 經常費累計結存 -430,601 

108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