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智慧勇士」           聖經挖寶趣−約翰福音 7:1-18 

一、選對時機的智慧− 

1.不求名聲的智慧： 

 

 

 

 

2.等候時機的智慧： 

 

 

 

 

 

二、行在光明的勇士− 

1.不畏議論的勇士： 

 

 

 

 

2.立志順服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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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形容耶穌是智慧勇士的特質！ 

2. 請分享你要如何成為智慧勇士！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鼓勵組員回到正常聚會生活，得以切實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 請鼓勵組員關心身旁的慕道親友，將福音傳揚出去，見證神的恩典。 

3. 請繼續為全球的新冠肺炎仍在世界蔓延禱告，求主止息，也早日研發出得以對抗的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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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7/06（一） 約 09 伯 22-23 

 07/07（二） 約 10:01-21 伯 24 

 07/08（三） 約 10:22-42 伯 25-26 

 07/09（四） 約 11:01-27 伯 27 

 07/10（五） 約 11:28-57 伯 28 

 07/11（六） 約 12:01-26 伯 29 

 07/12（日） 約 12:27-50 伯 30 

智慧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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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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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05 



  

面對面，愛作伙 

 鼓勵各位家人們回到教會ㄧ同參與實體

聚會、回到屬靈的家，讓我們面對面彼此

相愛、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在主愛中一

起作彼此的同路人，同奔天路！ 

2020「愛鄰愛您」感恩餐會 

 各位弟兄姐妹~感恩餐會開跑囉！今年

我們繼續把這份愛延續下去，邀請身旁的

家人和朋友，不要錯過這個想愛活出愛的

機會。 

目標金額：500萬 

日期：109/10/24（六）晚上6:00 

地點：新天地餐廳崇德旗艦店B1 

票價：成人1500元，學童800元 

防疫不鬆懈，禱告不間斷 

 感謝主，台灣疫情趨緩，各國經濟也逐

漸恢復中，但仍有許多國家疫情仍在持續

擴散中，百姓仍處在疫情不穩定、醫療資

源不足的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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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經濟重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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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台灣政府已宣布國人搭乘交通工具

時，可維持社交距離即可不戴口罩，室內

聚會人數放寬，教會也因應疫情轉變，將

二、三樓的梅花座位「X」標記移除，但

仍建議弟兄姐妹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家庭

成員可以坐在一起），聚會期間仍請記得配

戴口罩！ 

 讓我們持續保持警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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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中部青年宣教刺激會 

 耶穌的宣教運動你我都有份，你我該如

何參與回應？邀請弟兄姊妹們一起來！看

見世界的需要，也見證神做事的軌跡。 

更開放自己跨出去！回應神的使命！ 

年齡：沒有上限與下限，只要你覺得自

己是青年人 

日期&時間：2020/07/18 (六)09: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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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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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 

◎請為香港牧鄰教會Amy牧師禱告，幾周

前Amy牧師被醫生診斷剩下不到一個月的

時間，所有人都非常不捨跟難過，但積極

正面的Amy牧師不因此受打擊，而是更想

為神國度貢獻己力，並以喜樂的心面對死

亡，求神繼續堅固她的信心，也傳承她生

命的美好精神。 

◎請為法包宣教士Lily罹癌第三期在台治

療禱告，目前已開始進行第二輪化療，求

主繼續醫治Lily，在長時間的療程中能保有

好體力、盡速恢復健康。 

◎請為活水小組燕昌弟兄與麗香姐妹禱

告，日前發生車禍，麗香姊妹左腳小腿骨

折無法行走，只能在家休養，求主持續醫

治麗香姊妹，使她的骨頭及傷口能快快修

復，也求主讓燕昌弟兄能有充足的精神及

體力照顧麗香姊妹，有從神而來的平安與

他們同在。 

◎請為全意小組鄭楊淑珠姐妹禱告，特別

為鄭媽媽同步進行肺腺癌化療及全口假牙

製作禱告！甚願憐憫的主保守二個療程盡

都順利！ 

https://forms.gle/h5yeCy2bcbwaKF4a9


 

 

 

 

 

 

 

 

  

 

 

 
 

 

牧者的話 
在基督裡的重慶家人平安： 

 2020年的上半年在不確定且充滿變數中過去，看見瘟疫橫掃全球無一倖

免，有人說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不同的不是由哪一個野心國家發動，也
不是發生在局部地區，天災無人能防，截至今全球一千多萬人感染，52萬人死

亡，而這數字繼續攀升；國與國的攻打，民與民的衝突，蝗災肆虐，地震頻繁，

水災不息，也不斷的發生，耶穌說這正是災難的起頭，只是末期還未到，將會
有更多的迷惑，增多的不法事，人的愛心冷淡！我們要如何面對呢？「要忍耐

到底，要將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末期才會來到（太24:4-14）」

感謝神保守台灣在上半年是相對的平安，然而我們是被動的躲藏，過心存僥倖
的日子？尤其是神的兒女，我們是否當為這多災多難的全球回應？ 

  下半年政府釋出「振興三倍卷」，鼓勵大家出來消費，活絡市場貿易，

我們是否當再回教會聚會，彼此關懷，激勵愛心，勉勵行善；不要養成停止聚
會的習慣，這一定會使我們生命懶散，找藉口不聚會，即或教會有現場直播的

視訊，是無法代替人與人實體的問安與互動，因此，鼓勵肢體們當回到神的家，

過正常的聚會生活，雖然新冠肺炎尚未止息，也沒有人可以給予時間表，但是
我們不要一直活在「萬一」與「害怕」的自我防備中，除非政府下令不准聚會！

此外，教會也開始緊鑼密鼓的籌辦社區一年一度慈惠感恩餐會，一方面我們憑

信心預備，一方面更是為社會弱勢家庭的需要，繼續激發民眾的愛心，讓愛驅
走懼怕，讓愛健康生命，讓愛激發勇敢，哪裡有神的兒女，那裡就有福音臨到！

親愛的家人，讓我們同行同工！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7/04-05 07/11-12 07/18-19 

領會 林岳毅 劉士偉 洪佩菱 

配唱 意文/蕎安 媚慧/禎國 冠勳/立凱 

司琴 朱音 汪佩錚 淑娟/迦瀚 

司鼓 拔紹閎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王鈺菁 李麗群 林春貞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7/04-05 07/11-12 07/18-19 

諮委輪值 張文儒 蔡麗君 汪佩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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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94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41 D3 10 

樂 齡 20 週間小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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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2  上週奉獻 121,162 

上週結存 71,630 

06 月份 

累計支出 
588,325 

06 月份 

累積奉獻 
549,364 

本月結存 -38,961 

本年 

累計支出 
3,335,572 

本年 

累計奉獻 
3,512,679 

經常費累計結存 177,107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