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忠心小民」       約翰福音 18:16-18、18:25-27 

 

一、上帝尋找忠心的胖子 

 

 

 

 

 

 

 

 

 

 

 

二、彼得的軟弱與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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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在信息中有什麼啟發或學習？ 

2. 請分享你忠心的經歷或是遇到的困難，如何改變？ 

異象傳遞禱告   

1. 請再檢視目前小組門訓的景況，落實回應教會建造的目標。 

2. 請鼓勵小組回到正常聚會生活以及福音行動關懷慕道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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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7/27（一） 徒 01 詩 16-17 

 07/28（二） 徒 02:01-13 詩 18 

 07/29（三） 徒 02:14-47 詩 19-21 

 07/30（四） 徒 03 詩 22-24 

 07/31（五） 徒 04:01-22 詩 25-26 

 08/01（六） 徒 04:23-37 詩 27-28 

 08/02（日） 徒 05:01-16 詩 29-30 

忠心小民  林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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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凱瑞、大專、豐盛       

2020.07.26 



  

2020「愛鄰愛您」感恩餐會 

 各位弟兄姐妹，感恩餐會海報印刷完成

囉！歡迎弟兄姊妹

會後至一樓索取並

張貼於社區中推廣

喔！讓我們一起邀

請身旁的家人和朋

友，不要錯過這個

活出愛的機會。 

目標金額：500萬 

目標桌數：110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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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營開跑囉！ 

 國中小生輔班夏令營要開始囉～ 

 7/27-8/28，邀請各位弟兄姐妹，為老師

們能有智慧及愛心來引導孩子，也為孩子

們在其中能有好的學習禱告。 

防疫不鬆懈，禱告不間斷 

 台灣疫情趨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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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處在不安的狀態，讓我們持續為世界各

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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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供應需要，補足缺乏。 

  日前台灣政府因疫情轉變，放寬防疫措

施宣導，教會已將梅花座位標記移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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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您辛苦了！ 

 讓我們一起對父親表達愛、感恩與尊

榮！爸爸總是寡言不多話、讓你覺得有距

離感，那麼何不趁著父親節，以真實行動

表達你對爸爸的心意呢？ 

 邀請每位弟兄姊妹可以錄製一段影片傳

給自己的父親，也透過小組傳回教會，在

這特別的日子，向爸爸們表達愛哦！ 

為全球禱告 

△請繼續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截至7/24

止，全球逾63萬人死於新冠肺炎，在美國、

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等各國，目前

確診與死亡人數仍不斷攀升，疫情未見趨

緩情況。求主賜下憐憫，使各國政府能有

智慧的防堵疫情，不讓病毒繼續蔓延！ 

△近年來南亞雨季愈來愈常發生洪災，整

個南亞地區估計至少約400萬人無家可

歸。請為豪雨不斷致釀水災的國家禱告： 

◎中國：2020年6月起洪水來勢洶洶，籠罩

整個中國南方，目前至少有27省市受災，

受災人數已近3400萬，長江中下游水患未

解，黃河與淮河又紛紛告急。 

◎印度：印度6月中旬進入雨季，連日豪降

雨造成東北部嚴重水災，泥水席捲數千個

村莊，奪走至少100人性命，當局緊急設立

安置區，約200萬人被迫疏散。 

◎孟加拉：孟國位於低漥處，幾乎是逢雨

必淹，6/30爆發洪災以來，已至少62人死

亡，並有2萬人淪為災民。 

◎尼泊爾：尼泊爾在雨季中爆發洪水及土

石流，至少已造成110死亡，目前仍有50人

失蹤，並造成超過100萬人流離失所。 

 宣告主的慈愛與憐憫要彰顯在各災區，

洪水快快退去、豪雨止息，災害減到最低，

也求主將平安賜給當地災民。 



 

 

 

 

 

 

 

 

  

 

 

 
 

 

長輩牧區 

我們所敬愛的一位長輩，在載送他的路程中，感慨的對我們說：「和她一

起的同伴好友都一一離世了，不知道……」，言談間有好些落寞。 

最近探訪的個案中，有些正在人生中壯年時期，意氣風發、年富力強、甚

至小有成就，但轉瞬間突然染上惡疾，躺在醫院中，與病魔掙扎對抗。 

使徒行傳 17:28 提到『我的氣息、動作、存留，都在乎祂』，生命的氣息

在乎神，神掌管明天，明天會如何沒有人知道。但我們知道神賜給我們在信的

人是豐盛的生命；就是滿足喜樂的生命，不要為明天憂慮的生命。 

愛鄰協會長輩關懷據點秉持聖經的教導，為使長輩退休後的生活更健康更

豐盛，特在八、九月份與社會局配合 6 堂藝術課程，內容豐富有趣，歡迎弟兄

姊妹們鼓勵家中長輩於每星期二早上 9 點-11 點到據點，一同參與藝術創作饗

宴。 

請為長輩牧區代禱: 

1. 為 8/4樂活祖孫情活動代禱，願神將喜樂充滿祖孫間，除去陌生與年齡距離，

彼此建立美好的互動關係。 

2. 為因疫情迄今尚未回到教會團契的長輩代禱，願神的平安、聖靈的感動與他

們同在。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7/25-26 08/01-02 08/08-09 

領會 姚鈺珣 林岳毅 林岳毅 

配唱 文儒/鈺慈 
意文/蕎安/

偉呈 
冠勳/禎國 

司琴 汪佩錚 朱音/樂心 汪佩錚 

司鼓 拔紹閎 拔紹閎 陳慶澤 

投影 周青慧 王鈺菁 李麗群 

音控 陳泰銘 邱維安 邱維安 

    

 

項目/日期 07/25-26 08/01-02 08/08-09 

諮委輪值 廖清德 杜瑞澤 張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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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兒 童 27 D0 57 

國 中 0 青少年 24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111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62 D3 10 

樂 齡 0 週間小組 91 D4 2 

合 計 0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386,591  上週奉獻 76,896 

上週結存 -309,695 

07 月份 

累計支出 
531,758 

07 月份 

累積奉獻 
359,921 

本月結存 -171,837 

本年 

累計支出 
3,867,330 

本年 

累計奉獻 
3,872,600 

經常費累計結存 5,270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