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品格紅利」       聖經挖寶趣： 

一、生命品格：                  詩篇 15篇、使徒行傳 2:37-47 

1.品格從神而來 

 

 

 

 

2.品格與人有益 

 

 

 

 

 

二、品格紅利： 

1.脫離彎曲世代 

 

 

 

 

2.得眾民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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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對你的意義！ 

2.請分享教會如何培植你的品格，對你和神的國有何實質的紅利！ 

異象傳遞禱告   

1.請鼓勵組員表達對父親的感恩及尊榮，並且在崇拜中見證，讓屬靈家人一起得激勵！ 

2.請鼓勵組員開始為10月24日社區年度的感恩餐會籌備禱告，以及力邀親朋好友參加！ 

3.請繼續為全球新冠肺炎得以止息禱告，疫苗早日完成且有效能，各國政府有效的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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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8/03（一） 徒 05:17-42 詩 31-32 

 08/04（二） 徒 06 詩 33-34 

 08/05（三） 徒 07:01-29 詩 35-36 

 08/06（四） 徒 07:30-60 詩 37-38 

 08/07（五） 徒 08:01-25 詩 39-41 

 08/08（六） 徒 08:26-40 詩 42-44 

 08/09（日） 徒 09:01-22 詩 45-47 

品格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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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凱瑞、大專、豐盛       

2020.08.02 



  

領受生命泉源 

  神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泉源，現在舊

約進度進入詩篇，新約進度進入使徒行傳

囉！邀請肢體一同透過詩篇，操練禱告讚

美，學習成為時時讚美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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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小組餐券登記

表已經放入二樓信箱，請小組長會後領取

並登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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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餐會代禱事項】 

1.為小組長一起參與籌備感恩餐會感恩，願

同心合意的服事成為餐會極大的祝福。 

2.願主激發每一位重慶家人火熱的心，一

同為感恩餐會熱情積極邀約。 

3.求主帶領企業拜訪團隊，能感動更多企

業願意參與支持餐會，加入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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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許多國家疫情仍在擴散中，讓我們持續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醫治並賜下平

安給仍處在動盪環境中的人們。在疫情趨

緩的地區，求主賜給政府及相關單位智

慧，在促進經濟消費中依舊提高警覺，持

續推動防疫策略，在防疫上不致鬆懈。 

  日前台灣已放寬防疫措施宣導，教會仍

建議弟兄姐妹防疫不要鬆懈，持續保持社

交安全距離、勤洗手並注意有良好的衛生

習慣，聚會期間仍請記得配戴口罩！除了

保持警覺外，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一起回到

主裡面、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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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 

△請紀念宣教士牙刷一家，預計9月初回到

法包，請為牙刷一家代禱簽證能順利通

過，以及近期預備回工場的事項能夠準備

妥當，願神的平安與他們全家同在。 

△請為香港牧鄰教會阿Ben牧師的兒子

Joshua持續進行 ACC癌症的治療禱告，目

前的藥物已全部注射完成，求神親自醫治，

使藥物能發揮效用、再次經歷神奇妙大能！ 

△請為活水小組燕昌夫婦禱告，燕昌弟兄

目前尚無法確定影響動眼神經無法對焦的

病因，僅先以口服葯物治療看是否有效能

改善，求神憐憫醫治，讓副作用降到最低。

感謝主保守麗香姐妹車禍骨折修養期間一

切順利，8/4將回診照X光，若骨頭復原良

好，即可慢慢練習走路，求神賜健康平安

喜樂與燕昌、麗香夫婦同在。 

△請為曙舞小組Penny的爸爸吳春紫禱

告，因腦內感染瑪莎病毒，為預防感染至

腹部，週四下午已手術將引流管取出，願

主醫治感染的情況，並保守吳爸爸的身

體，恢復體力及精神，後續能夠順利再手

術裝入新的引流管。 

△請為鄭楊淑珠姊妹禱告，日前醫生診療

時，發現癌症有擴散到骨頭的可能性，求

主親自抑制鄭媽媽身上的癌細胞，使其不

擴散，也挪走鄭媽媽心中的憂慮，賜下喜

樂與平安！ 

△請為丁陳菊姊妹禱告，本週已完成換膝

關節手術，目前正待休養後要進行復健，

求主賜福丁媽傷口順利癒合，之後的復健

過程平安、行走有力，能夠繼續為主奔走！ 



 

 

 

 

 

 

 

 

  

 

 

 
 

 

牧者的話 

重慶家人平安，敬祝各位父親「八八節快樂！時刻得力」： 

    在酷熱的盛暑，願我們都投靠在主的蔭下，心中火熱為主！感謝主繼續

保守台灣四境平安，在全球新冠肺炎難以控制時，又再襲捲而來，讓我們不

忘記用禱告來紀念深陷其內的萬民！也特別記念香港，求主保守他們能重拾

心靈的自由與社會的安定，神的寶座凌駕在一切的政權之上！ 

    疫情不但威脅人類的健康，也衝擊各國的經濟，紛紛祭出紓困計劃，台

灣也推出各種振興卷，求主保守我們的心，善用資源而非活在「報復性消費」

的助瀾中！時時感恩、處處行善，當是我們活出光鹽的生命！ 

    10 月 24 日是我們愛鄰社區服務協會感恩餐會訂定的日子，海報、邀請

卡將在近日推出，即或有疫情再襲的隱憂、經濟不景氣的低迷，然而愛能激

勵生命的熱情與鬥志，深信是我們經歷神的大能和見證神恩惠的時機，讓我

們藉此再邀約過往支持的親朋好友參與，憑信心我們要開席 110桌，2021年

的募款 500萬！當我們同心合一禱告行動，在神豈有難成的事！ 

    八月份教會的讀經進度進入新約的使徒行傳、舊約的詩篇，讓我們喜愛

神的話、深藏神的話、行出神的話，成為同心合一有能力的教會，以及享有

蒙福的人生！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8/01-02 08/08-09 08/15-16 

領會 林岳毅 林岳毅 廖立凱 

配唱 冠勳/蕎安 冠勳/士偉 珮菱/禎國 

司琴 沈意文 汪佩錚 淑娟/迦瀚 

司鼓 拔紹閎 陳慶澤 林聖恩 

投影 周青慧 李麗群 林春貞 

音控 邱維安 邱維安 林岳毅 

 

項目/日期 08/01-02 08/08-09 08/15-16 

諮委輪值 杜瑞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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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聚 會 人 數】 

社區 崇拜 門訓 

國 小 35 兒 童 21 D0 57 

國 中 15 青少年 16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120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57 D3 10 

樂 齡 18 週間小組 93 D4 2 

合 計 68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57,638  上週奉獻 107,266 

上週結存 49,628 

07 月份 

累計支出 
589,396 

07 月份 

累積奉獻 
467,187 

本月結存 -122,209 

本年 

累計支出 
3,924,968 

本年 

累計奉獻 
3,979,866 

經常費累計結存 54,898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