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福杯滿溢」                         約壹 05:01-08 

一、沒有懼怕的愛 

 

 

 

 

 

 

 

 

 

 

 

 

二、勝過世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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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沒有懼怕的愛如何幫助你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2.請分享勝過世界的信如何堅定你去見證基督的得勝！ 

異象傳遞禱告：  

1.請為全球武漢肺炎的防疫工作禱告，求主賜給醫療組織有智慧適時研發有效的疫苗得以

抑制傳染，給各國防役系統有效地阻擋，傳播媒體不散發不實新聞，同時百姓們得以平

靜安穩聽信政府的處理。 

2.請為肢體老老少少的身體禱告，在不穩定的氣候中得主保守，出入及穿暖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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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2/03（一） 啟 01 撒下 21 

02/04（二） 啟 02:01-11 撒下 22:01-25 

02/05（三） 啟 02:12-29 撒下 22:26-51 

02/06（四） 啟 03:01-13 撒下 23 

02/07（五） 啟 03:14-22 撒下 24 

02/08（六） 啟 04 王上 01 

02/09（日） 啟 05 王上 02 

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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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舞、活水、願意、晨光、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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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                     

2020.02.02 



     

舉手禱告 

耶和華我們的心仰望祢，為整個中國以

及世界的疫情、為台灣所受到驚惶的心、恐

懼的靈我們來到祢的面前，我們倚靠祢的大

能大力，主祢必賜下祢的平安在整個湖北武

漢地區，使那地的人有盼望，求祢因祢的恩

惠，幫助我們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按祢的慈

愛帶領我們，因我們知道祢必將祢的道指示

我們，必將祢的路顯明在我們面前，願我們

的心更與祢貼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戰勝

病毒，全地得救！ 

同心防疫 

因應此次武漢肺炎的情況， 並流感高

峰傳染期間，出入公共場所請自行帶口罩，

降低傳染疾病的機率，教會的因應措施如

下 : 

1.教會地下室及教會地板，使用漂白劑稀釋

後清潔，桌椅及扶手接使用 75％酒精噴

灑。 

2.大門口放置酒精噴罐，進入教會的人員需

噴手清潔。 

3.主日聚會請盡量戴口罩降低感染，若有需

要可洽同工。 

4.本週主日因地下室為密閉空間，兒童主日

學將移至教會五樓舉行。 

門徒之夜 

02/03(一)門徒之夜照常舉行，請小組

長及帶門訓者回到正常運作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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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剩名額有限，鼓勵大家把握時機。 

▲目前名單：丁淑娟、賴丞彥、李冠勳、白

偉呈、拔紹閎、吳劭捷、牛裕榮、劉以理、

沈意文、張本張、石祖岳。 

報名請找雅鈞姊妹 

    早鳥優惠 1000元，即日起至 02/29 

肢體關懷 

◎求主持續醫治林滿足姐妹，挪去疾病的綑

綁、有好的食慾及睡眠，宣告每天有從神而

來的喜樂盼望充滿林滿足姐妹的全人全心。 

◎活水小組 Emily姊妹的母親持續的高血

壓，氣喘的狀況能找到原因，對症下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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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親愛的家人新春平安： 

進入 2020年的一月，連續發生令人驚嘆害怕的事，烏克蘭客機遭飛彈攻擊
空難，武漢冠狀病毒傳染疫情爆發，NBA傳奇球星寇比布萊恩直升機墜機身亡，
再加上去年延燒的澳洲森林大火的浩劫，天災人禍的不斷都叫人忐忑不安！也
警戒我們末世的光景如聖經所說一一的出現，我們應當如何面對？ 

首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裡作主（西 3:15），因為耶穌早已把平安
賜給我們，這不是說我們沒有患難和死亡，而是我們在患難和死亡中有平安，
同時，耶穌也使我們勝了這一切。『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這世界，使我們
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壹 5:4） 

此外，要靠著基督的愛剛強，沒有什麼能隔絕我們與基督的愛（羅
8:35-39），武漢的瘟疫無法隔絕神對他們的愛，也無法隔絕神對世人的愛，也
更提醒我們當彼此相愛！因為愛裡沒有懼怕，所以，我們當靠著主坦然無懼過
日子，不管是上班、上課、聚會、門訓、傳福音！ 

最後，讓我們舉起聖潔的手不止息的禱告，讓基督的平安臨到武漢的百姓
以及大陸的各縣市百姓、臨到台灣以及世界每個角落；為世界衛生組織禱告，
讓許多國家醫護研究中心即時找到疫苗抗體，解決武漢肺炎的病毒，化解蔓延
的危機，紀念每個醫護人員照料病患的平安；求基督使人和睦的愛化解一切仇
恨，福音使人得著永生的盼望！ 

親愛的家人！讓我們如同牙刷所做的詩歌『去吧！去吧！莊稼已成熟』，
不要冷卻我們從神來的愛與信心，彼此看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挺身而行
在這末後的世代！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洪珮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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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維安 林岳毅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林岳毅 洪珮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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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維安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2/01.02/02 02/08.02/09 02/15.02/16 

諮委輪值 蔡麗君 廖清德 陳燕昌 

招待服事 以琳 曙壹 曙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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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兒童 7 D0 57 

國中 0 青少年 
75 

D1 99 

得勝者 0 成人 D2 28 

真愛  0 合  計 82 D3 10 

樂齡  0 週間小組 0 D4 2 

合計 0   D5 1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20,700 上週奉獻 148,436 

   上週結存 127,736 

01 月份 
累計支出 

576,886 
01 月份 
累積奉獻 

801,433 

本月結存 224,547 

本年 
累計支出 

576,886 
本年 

累計奉獻 
801,433 

 經常費累計結存 224,547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