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新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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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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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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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1/13（一） 雅 04 撒上 31 

01/14（二） 雅 05 撒下 01 

01/15（三） 彼前 01:01-12 撒下 02 

01/16（四） 彼前 01:13-25 撒下 03 

01/17（五） 彼前 02:01-10 撒下 04 

01/18（六） 彼前 02:11-25 撒下 05 

01/19（日） 彼前 03 撒下 06 

新的群體     許匯勤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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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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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連結眾教會彼此合一，完成大

使命，目前教會已有 10 位肢體報名參加，

所剩名額有限，鼓勵大家把握時機。 

報名請找雅鈞姊妹 

    早鳥優惠 1000元，即日起至 02/29 

台灣宣教高峰會堅持同行奔向地極 

 CCMN 台灣宣教高峰會，01/13-01/15，

教會有 17 位肢體參與在其中，讓我們一起

為家人們代禱，願路程平安，在高峰會中滿

有收穫!願神大大礦張他們的視野，也把世

界的需要帶回來激勵我們！ 

參與名單： 

李麗珍、蔡麗君、劉瑋琳、許匯勤、姚鈺珣、

白偉呈、林岳毅、陳依馨、劉玉津、丁淑娟、

牛裕容、林秀如、張光錦、沈意文、李台明、

拔紹閎、Amanda。 

青少年寒假營會 
你聽見上帝在對你對話嗎？  還是常常只

聽見網路上知名網紅的聲音？ 

今年寒假青少年也要學習聽見上帝的聲

音，讓我們一起活出門徒五要，時時禱告，

常常與上帝保持連線！！ 

日期：02/03(一)-02/06（四） 

＊兩營地點鄰近 

● 高中營【飛躍北中門—P Channel】 

報名費：2700元  

地點：淡水台北基督學院 

● 國中營【飛颺北國門—天國好聲音】 

報名費：3500元  

地點：關渡馬偕護校 

►非基督徒因專案奉獻，皆享有 500 元福音

價 

►遊覽車資 600元另計（台中-台北） 

►報名截止日：01/13（一） 

►報名請洽同工丞彥 

肢體關懷 

◎感謝主林滿足姐妹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與

喜樂，面對化療副作用的不適，求主保守滿

足姊的免疫力與造血功能不受影響，使化療

順利完成。 

◎活水小組 Emily姊妹的母親因脖子長瘤，

脊髓長骨刺，於年後開刀，求神預備適合醫

療團隊，透過醫生的手解決全身酸麻，無力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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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賜恩典醫治、

喜樂，平安在這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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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祝福信望愛小組林怡秀姊妹的父親

林成燉弟兄，除去理賠掛心的問題，並可以

自行走去復健，求主醫治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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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提醒 

由於今年教會奉獻收據將結合國稅局奉

獻收據電子化，故 2019年度奉獻金額將於二

月底前上傳國稅局，請於 01/31 前找同工依

馨姊妹修改完成。 



 

 

 

 

 

 

  

 

 

 

 

 

 

 

青少年牧區 
新的一年的到來，青少年也迎來一位新的輔導:偉呈，加入在陪伴青少年的

行列當中，我們也都期盼有更多的青少年，因著有人陪伴門訓他們也能夠起來

去門訓人。 

而在過年期間，青少年牧區也鼓勵青少年可以在家中，有一些有別於以往

的行動，例如:主動幫父母大掃除家中、在除夕夜主動為家人做祝福的謝飯禱

告、在飯後主動帶家人一起玩桌遊及寫一些祝福的卡片給家人等等。讓青少年

不只是被動接受父母親的給予和照顧，而是可以起來主動為家庭做一些行動及

改變，期盼這些行動能帶來更多的改變，讓青少年的生命，可以在新的一年當

中，都能保持積極的態度及行動。就如同保羅期勉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

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 4:12。

青少年也可以成為家中未信家人的榜樣，讓家人也對耶穌產生不一樣全新的看

見，願意一起跟隨耶穌。 

代禱事項： 

1. 為青少年在寒假有一個好的作息，能遵守門徒五要，建立健康的生命及生活 

習慣。 

2.為新的輔導團隊禱告，能夠有從神而來的引導，更明白如何建造青少年的生 

  命。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謝易軒 廖立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丁淑娟 佩錚/迦瀚 

司鼓 林聖恩 陳慶澤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李麗群 蕭鈺慈 

音控 林岳毅 林岳毅 陳泰銘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謝易軒 廖立凱 李冠勳 

司琴 鄭雅馨 丁淑娟 佩錚/迦瀚 

司鼓 林聖恩 陳慶澤 林岳毅 

投影 楊博堯 李麗群 蕭鈺慈 

音控 林岳毅 林岳毅 陳泰銘 

 

項目/日期 01/11.01/12 01/18.01/19 01/26 

諮委輪值 張文儒 陳燕昌 杜瑞澤 

招待服事 恩賜 活水 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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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0 57 

國中 16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134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77 D3 10 

樂齡  27 週間小組 102 D4 2 

合計 87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28,013 上週奉獻 141,355 

   上週結存 13,342 

01 月份 
累計支出 

128,013 
01 月份 
累積奉獻 

141,355 

本月結存 13,342 

本年 
累計支出 

128,013 
本年 

累計奉獻 
141,355 

 經常費累計結存 13,342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