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Finish Well」                        尼希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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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你曾經/正在修建的屬靈城牆是怎麼樣的？如何與神立約的？ 

2.請分享你曾經/正在經歷的屬靈圍牆崩壞的原因為何？你發現其崩塌跡象後的反應是

什麼呢？ 

異象傳遞禱告   

1.鼓勵小組延續母親節的親子默契大考驗在每個家庭中，拍攝夫妻間的感恩，兄弟姐妹

的情誼，小組內的氛圍成為短片見證，得以在崇拜中見證神的恩惠！ 

2.繼續為疫情能在全世界各角落舒緩，疫苗能早早研發出來，以及台灣政府有智慧的鬆

綁政策和百姓正確的態度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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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6/15（一） 路 22:47-71 斯 01-02 

 06/16（二） 路 23:01-25 斯 03-04 

 06/17（三） 路 23:26-56 斯 05-06 

 06/18（四） 路 24:01-27 斯 07-08 

 06/19（五） 路 24:28-52 斯 09-10 

 06/20（六） 約 01:01-28 伯 01-02 

 06/21（日） 約 01:29-51 伯 03-04 

Finish Well 許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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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舞、活水、願意、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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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                    

2020.06.14 



  

日日讀經 

 你靈修了嗎？讀經進度新約即將進入約

翰福音、舊約也要進入約伯記，鼓勵肢體

渴慕並順服神話語，更重要是彼此鼓勵活

出神話語，讓生命在這世代成為耶穌的見

證。 

防疫不鬆懈，禱告不間斷 

 感謝主，台灣及許多其他國家疫情趨

緩，各國也逐漸恢復經濟中，但仍有許多

國家的百姓處在疫情不穩定、醫療資源不

足的狀態，特別在東歐及中南美洲的疫情

仍在持續擴散中，讓我們持續為世界各地

禱告： 

◎疫情仍在蔓延的國家，求主醫治並賜下

平安給仍處在動盪環境中的人。 

◎疫情趨緩的地區，面臨了國家人民失業

人口增多，家庭生計、國家經濟都受到影

響，求主供應需要，補足缺乏。 

   貼心提醒家人們，雖台灣疫情趨緩，卻

仍要保持警覺，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更

重要的是一起回到主面前、彼此相顧、激

發愛心、勉勵行善，讓我們積極向這世界

見證主的愛！ 

愛鄰夏令營 

 國中小生輔班「2020 愛鄰愛你」夏令營

開始報名囉～讓國中小學童，在暑假中精

彩學習，在愛裡成長吧！ 

時間：7/27-8/27（週一至週五） 

國小報名請洽：丁丁、秀月 

國中報名請洽：丞彥 

 邀請弟兄姊妹為老師能順利邀請志工及

安排課程來禱告！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樂活加油站 

 樂活加油站在六月恢復活動囉！歡迎教

會、社區長輩一同來參與！ 

時間：每週二早上 09：00~11：00 

地點：重慶教會一樓 

彼此相愛 

 鼓勵各位家人們在生活中，落實彼此相

愛的生命，可以透過愛的五種語言，對家

人朋友、屬靈家人表達我們在主愛裡彼此

相顧的心，讓我們一起活出神的愛吧！ 

 愛的五種語言：肯定的言語、精心的時

刻、貼心的禮物、服務的行動、肢體的接

觸。 

奔跑吧，少年！ 

 青少年牧區即將在暑假有一連串的活動

開跑啦，讓我們玩在一起，在好玩又認真

的氣氛中認識耶穌、學習耶穌的樣式，讓

青少年一起奔跑吧！ 

時間：7/27-8/27（每週五） 

報名至 7/15 止，報名資訊請洽丞彥弟兄。 

為全球禱告 

▲特別為巴西禱告。巴西疫情確診人數日

前為全球第二多的國家、死亡人數亦攀升

至全球第四，至今仍不見疫情趨緩，並正

在不斷蔓延。求主憐憫保守巴西，讓巴西

政府能有智慧的防堵疫情，不讓病毒繼續

蔓延在國內，也不再讓病毒透過巴西傳到

其他的地方，造成更大的影響，求從神而

來的平安及安慰臨到當地。 

▲為美國 6 月 7 日起的暴動禱告，因長期

的種族問題於五月底被點燃，而引發全美

民眾怒火，各地示威遊行不斷，進而產生

暴動，在暴動中有許多趁火打劫等社會問

題，並且美國仍處疫情尚未平緩期間，在

暴動中，美國確診人數已經大幅增加。求

主施恩憐憫美國各個社區，讓愛成為各個

族群的連結，不讓惡者的詭計破壞族群間

的關係，止息暴力，止息彼此的仇視，讓

愛成為彼此的語言，讓基督的愛使各個族

群成為一家人。 



 

 

 

 

 

 

 

 

  

 

 

 

 

 

青少年牧區 
弟兄姊妹 平安 

感謝神，讓我們在五月帶領青少年有一個「愛的賓果」的行動，透過這個
愛的行動，讓青少年能夠實際的去操練五種愛的語言，讓他們與家人有別於以
往的互動，許多的青少年不擅長對爸媽表達愛，但在這個行動中，讓他們得以
突破自己，對自己的家人表達愛，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愛的行動，幫助他們了解
並實踐五種愛的語言，讓愛湧流在他們的家中。 

我們期待國中生輔班的畢業生，能夠繼續留在屬靈的大家庭中，青少年牧
區也持續跟進，有幾位青少年進入門訓關係，也有幾位持續投入週間的國小生
輔班擔任小志工，成為老師們的好幫手，期盼在過程中繼續將神的愛帶到他們
心中，讓他們也能成為耶穌的門徒，在屬靈的家中一起奔跑天路。 

我們也緊鑼密鼓地預備暑期的活動，期待透過每週一次，讓青少年走出戶
外，進行福音行動及福音聚會，在其中能夠接觸到一些新朋友，也能讓剛升上
國一的青少年們更多的熟悉其他年紀的青少年，讓青少年感受到屬靈大家庭的
氣氛外，也讓青少年在暑期不停留在舒適圈，透過行動一起活出彼此相愛，更
多向身邊的朋友同學見證耶穌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及帶領。 

邀請弟兄姐妹為我們禱告： 

1.為國三及高三畢業生禱告，讓他們在畢業後能有規律的生活，也能穩定
參與教會生活，屬靈生命持續成長。 

2.為青少年牧區籌備暑期活動禱告，邀約新朋友能夠順利，也能有新的青
少年門徒興起一同參與預備。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6/13-14 06/20-21 06/27-28 

領會 林岳毅 劉士偉 李冠勳 

配唱 禎國/鈺珣 文儒/佩菱 惠美/鈺珣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佩錚/迦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李麗群 林春貞 蕭鈺慈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陳泰銘 

 

項目/日期 06/13-14 06/20-21 06/27-28 

諮委輪值 蔡麗君 廖清德 陳燕昌 

招待服事 暫停 暫停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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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服事同工請留意服事時間，如時間上無法配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 小 33 兒 童 33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23 D1 99 

得勝者 61 成 人 104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60 D3 10 

樂 齡 20 週間小組 114 D4 2 

合 計 134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60,234  上週奉獻 191,290 

上週結存 31,056   

06 月份 

累計支出 
160,234 

06 月份 

累積奉獻 
191,290  

本月結存 31,056   

本年 

累計支出 
2,907,481 

本年 

累計奉獻 
3,154,605 

經常費累計結存 247,124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