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愛的路上我和你」              約伯記 1-12章 

一、專心的陪伴 

 

 

 

二、聆聽的耳 

 

 

 

三、同理的心 

 

 

 

四、帶他一起去找神 

 

 

 

五、真實活出愛 

 

 

 

六、堅持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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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在信息中對你最得激勵的部分？ 

2. 請分享你個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如何實踐愛？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鼓勵組員利用端午連續假多陪家人分享感恩與見證，也可安排組員間彼此的探

訪，或帶領門徒去探訪！ 

2. 2020年上半年即將告一段落，請思想及見證在新冠肺炎的衝擊中，所學到的功課及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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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6/29（一） 約 06:01-21 伯 14 

 06/30（二） 約 06:22-59 伯 15 

 07/01（三） 約 06:60-71 伯 16-17 

 07/02（四） 約 07:01-24 伯 18 

 07/03（五） 約 07:25-52 伯 19 

 07/04（六） 約 08:01-30 伯 20 

 07/05（日） 約 08:31-59 伯 21 

愛的路上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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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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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8 



  

增添新家人啦！ 

 神的家中又增添新成員囉！曹豫生弟兄

將於本週主日受洗，讓我們繼續為他守

望，未來持續堅定地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

當中，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聚會貼心提醒 

 由於國內疫情的舒緩，政府對室內聚會

人數放寬，以及主日聚會人數增加，教會

二、三樓的梅花座位「X」標記已移除，

仍建議弟兄姐妹請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家

庭成員可以坐在一起）。聚會時請記得戴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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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經濟也逐漸恢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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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台灣疫情趨緩，卻仍要保持警覺，

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更重要的是一起回

到主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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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營需要才藝志工老師及膳食志工，

邀請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並請為

夏令營課程安排能成為孩子的祝福禱告。 

青年宣教刺激會 

 2020青年宣教刺激會，青年人一起走！ 

時間：7/18（六）10:00~17:00 

地點：台中重慶教會(9:30報到) 

活動內容 : 彼此認識、闖關遊戲、宣教

工作坊、分組討論，由「CCMN中部地區

網絡」主辦，青年人一起走。 

報名費：200元(現場交)  

報名網址及QRcode： 

 https://forms.gle/h5yeCy2bcbwaKF4a9 

 請上網或掃QR條碼報名 (人數上限70

人)，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 

為全球禱告 

▲請為中國與印度邊境流血衝突禱告。中印

邊界衝突已逾百年，但在6月15日這波邊界

衝突中，造成印度及中國幾十人傷亡，兩國

關係緊張，前幾日軍方已開始進行協商，求

主賜下和睦在兩方談判中，使其能夠達到和

平的協定。 

▲請為新冠肺炎仍持續蔓延的國家禱告。截

至6/25止，全球逾48萬人死於新冠肺炎，疫

情現多蔓延在歐洲及美洲，特別是美國、巴

西、智利、墨西哥、德國、印度等各國，仍

未見趨緩的情況，確診人數持續攀升。求主

賜下憐憫，讓各國政府能有智慧的防堵疫

情，不讓病毒繼續蔓延！ 

▲請為中國禱告，中國今年水災嚴重，本月

幾乎天天發布暴雨黃色預警。貴州、廣東、

湖南、江西、重慶等26省累計約1256萬人次

受災。求主賜下憐憫在中國，止息災害，讓

損害降到最低。 

▲請為墨西哥禱告，墨西哥南部於6/23(二)

發生7.4級地震，引發輕微海嘯，首都至鄰

國瓜地馬拉均有震動，部份地區電力中

斷，震央所在的瓦哈卡州(Oaxaca)有建築倒

塌，地震造成至少5死。求主親自帶領墨西

哥，在肺炎及地震的災難中，仍有平安在

人民心中，也保守地震後的災後重建能夠

發揮效力、盡速復原。 

https://forms.gle/h5yeCy2bcbwaKF4a9


 

 

 

 

 

 

 

 

  

 

 

 
 

 

長輩牧區 

據點長輩樂活動起來了！隨著台灣疫情相對的平安，一紙活動恢復的

公文，令服事長輩的團隊雀躍不已。六月份再度見到許久未見的社區及教

會長輩，彼此問候平安，喜樂的心相互感染著，感謝主，垂聽我們眾人同

心合一的禱告，在疫情期間用恩手托住長輩們的身體與生活。如同詩篇

91:4所言，當長輩們投靠在耶和華的翅膀底下，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長

輩們。 

最近有一位長輩主動來找我們，他想要施洗成為神家的一份子。這在

我們服事的經驗中不多見。他分享，退休後想找一個喜樂的信仰寄託；陸

續接觸了幾個宗教，也參加了不少宗教儀式與活動，他做了總結:基督教是

最喜樂自由的一群人組合。年紀大了，喜樂的信仰才是他需要的。感謝主，

神是喜樂的泉源，耶和華的喜樂是我們的力量；喜樂的心乃是良藥。神定

意要將他的喜樂賜給信靠他的人。盼望參加據點的長輩都能在神的愛中得

著那永恆無人可奪的喜樂。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6/27-28 07/04-05 07/11-12 

領會 李冠勳 林岳毅 劉士偉 

配唱 惠美/鈺珣 意文/蕎安 媚慧/禎國 

司琴 汪佩錚 朱音/偉呈 汪佩錚 

司鼓 林岳毅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蕭鈺慈 鈺菁/青慧 李麗群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6/27-28 07/04-05 07/11-12 

諮委輪值 陳燕昌 張文儒 蔡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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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89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35 D3 10 

樂 齡 20 週間小組 90 D4 2 

合 計 73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331,678  上週奉獻 93,817 

上週結存 -237,861 

06 月份 

累計支出 
538,793 

06 月份 

累積奉獻 
428,202 

本月結存 -110,591 

本年 

累計支出 
3,286,040 

本年 

累計奉獻 
3,391,517 

經常費累計結存 105,477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