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乘風破浪」                      太 14:22-33 

一、放下「我」的觀點 

 

 

 

 

 

二、真實遇見神 

 

 

 

 

 

三、記得隨時都可以求救 

 

 

 

 

 

四、就算狂風暴雨我仍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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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什麼是你最近的夜裡四更天？ 
2. 請分享從信息的收穫中，有什麼可以實踐在你的生活中？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舉起聖潔的手不止息地為臨到全球各地的新冠狀病毒以及不斷蔓延的蝗災禱告，這
些危及人類的健康以及糧食的短缺，都提醒我們當如何警醒度日，預備末後的日子。 

2. 請紀念肢體身心靈都健康，門訓緊密同行，回應主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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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3/23（一） 太 21:23-46 王下 20 

03/24（二） 太 22:01-22 王下 21 

03/25（三） 太 22:23-46 王下 22 

03/26（四） 太 23 王下 23 

03/27（五） 太 24:01-31 王下 24 

03/28（六） 太 24:32-51 王下 25 

03/29（日） 太 25:01-30 代上 01:01-27 

乘風破浪 莊雅鈞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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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門徒、凱瑞、大專                    

2020.03.22 



  

舉手禱告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
為王，直到永遠。耶華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祂的百姓。(詩 29:10-11) 

 親愛的天父祢是掌管一切的神，在一切困

難的環境當中，祢仍然掌權，祢勝過一切的

難處，因此當我們處在疫情傳播的環境時，

我們要抬頭仰望祢，因為祢必將力量與平安

的福賜給我們，祢是掌管這一切的主，我們

就不擔心也不害怕。懇求主繼續保守台灣，

讓政府及防疫單位，有從神來的智慧，在各

樣的防疫事情當中，可以繼續有好的果效，

並且我們要為所有在疫區國家的宣教士仰

望祢，祢必要保護他們、看顧他們，並且因

這疫情的緣故，可以將耶穌基督的愛與平

安，帶給他們身旁未信主的朋友。主啊！我

們也為那些家人有罹病的人禱告，求主祢的

醫治與平安，臨到他們的身上及家人，我們

求祢垂聽我們同心合一的禱告，禱告奉主耶

穌的名求，阿們！ 

同心防疫 
 為降低民眾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風

險，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會將配

合並落實以下防護措施： 

1. 請患有氣喘等慢性疾病者，應避免參加

聚會；患有呼吸道症狀及發燒者，應在

家休養不宜聚會。 

2. 教會環境(含地板、桌椅、門板、扶手等)

已用稀釋漂白水清潔擦拭；一樓門口放

置 75％酒精，進入教會時請噴手消毒。 

3. 請家人們日常務必勤洗手、維持良好衛

生習慣、出入人多的公眾場合請戴口

罩，以降低感染風險。 

4. 主日聚會時，請依自身情況戴口罩，以

降低感染，若有需要可洽同工。 

5. 主日開始，請重慶家人們 

聚會時於門口登記資料， 

為使教會統計聚會資料喔！ 

附上登記網址，請尚未輸入 

的家人們，記得上網登記。 
( http://ccea.tw/ct5u1 )  

2020 CCMN國際暑期短宣 
  最新公告：即日起取消出隊！ 

  因著疫情不斷延燒，以及台灣出入境諸多

不便，經由 CCMN 台灣牧者會議後，決定今

年短宣隊取消出隊，敬請見諒。 

 已報名且繳訂金之隊員，後續將由同工雅

鈞姊妹通知退費相關事宜，謝謝！ 

為全球禱告 
◆為各地經濟禱告，新冠病毒疫情不斷蔓
延，病毒已波及六大洲，全球感染人數也超
過 21 萬，在疫情的威脅下，使得金融市場
大幅震盪；特別是航空運輸業、旅遊業、休
閒場所或是藝文活動均受到嚴重影響，整體
經濟放緩了腳步或處於停頓。求主幫助各地
人們能夠在這般動盪下，調整自己、以新的
眼光找到新的出路，迎接未來新經濟的發
展。 
◆為各地種族歧視的情況禱告，現今社會發
達，全球多處都在經歷外來文化的移入以及
融合過程的衝突，在疫情轉移至歐美地區的
同時，已有許多因衛生文化上的差異，而把
疫情問題推到華人身上的狀況，進而出現無
來由攻擊亞洲人的情況，這讓不少在西方的
亞洲人遭受種族歧視威脅，使原本就有種族
歧視的情形更甚加劇。求神消弭種族之間的
敵對與歧視，讓人們認識神，知道萬族萬民
都是神的創造，互相尊重、理解和接納，並
和平相處。也求神憐憫在社會角落被欺壓、
忽略、歧視的族群，帶領他們走出黑暗、找
到生命中真正的公義和盼望！ 
◆為中國地區禱告，武漢肺炎疫情未歇，非
洲蝗蟲逼近，而去年肆虐的「秋行軍蟲」大
軍現已入侵中國。 
據監測統計，目前秋行軍
蟲已在雲南、廣東、福建、
四川、海南等共八省見成
蟲。秋行軍蟲會危害玉
米、水稻等 80餘種植物，
今年秋行軍蟲基數大，北
遷時間更早，預計是一個
嚴重發生態勢。求主憐憫、止息蟲害，使中
國的百姓不再痛苦當中，也讓在上執政者能
有智慧幫助人民，不受到蟲害的波動，使底
層人民能夠有足夠的糧食，農民也有相對應
的補償，維持生計。 

http://ccea.tw/ct5u1


 

 

 

 

 

 

 

 

  

 

 

 
 

 

 

 

長輩牧區 

   Shalom! 平安！ 
  我們在主裡問安，不是客套話，也不是口頭禪；平安，是神賜給屬祂兒女的特
別恩典！相信很多人都一直關注疫情的最新消息，但請試想：我們關注的重點與不
信主的人有什麼不同？是出於擔心或是好奇？或者是當你看到消息後，就化為禱
告？ 
  新冠狀病毒疫情發展直到今天，沒有人可以給免疫的保障！但神應許我們說：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詩 91:1) 這裡給我們看見先要『住
在至高者隱密處』，然後才是『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的應許。雖然長輩牧區的長
輩參與聚會的情形看似重災區；但在詩篇 91篇中提到：「我要論到耶和華說、祂是
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祂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
和毒害的瘟疫。……這災卻不得臨近你。」(詩 91:2-4、7b)  
  教會目前透過網路直播主日聚會，讓沒來的長輩也能與我們同步敬拜神親近
神。牧區持續每週以電話關懷長輩近況；並教導長輩們如何收看直播，在神的同在
中，領受從主而來的真平安。 鼓勵長輩其它時間不是閒在家中看新聞、看手機，
而是盡上基督徒當盡的本份——禱告！ 
  最後，也請各位家人為長輩們的心禱告，願神保守他們的心思意念，不被恐懼
奪走平安的心，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他們的心裡作主。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
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賽 26:3-4)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週六）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佩錚/迦瀚 朱音 

司鼓 莊迦瀚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鈺菁/青慧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主日） 

成人 

敬拜 

服事 

領會 李冠勳 李冠勳 林岳毅 

司琴 汪佩錚 佩錚/迦瀚 朱音 

司鼓 莊迦瀚 林岳毅 拔紹閎 

投影 蕭鈺慈 王鈺菁 鈺菁/青慧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3/21.03/22 03/28.03/29 04/04.04/05 

諮委輪值 廖清德 杜瑞澤 陳燕昌 

招待服事 豐盛 雅歌 歌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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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兒童 30 D0 57 

國中 20 青少年 19 D1 99 

得勝者 62 成人 111 D2 28 

真愛 0 合  計 160 D3 10 

樂齡 0 週間小組 91 D4 2 

合計 113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324,475  上週奉獻 120,562 

上週結存 -203,913   

03 月份 

累計支出 
493,685 

03 月份 

累積奉獻 
362,352  

本月結存 -131,333   

本年 

累計支出 
1,623,013 

本年 

累計奉獻 
1,714,630 

經常費累計結存 9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