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無名英雄」                   使徒行傳 6:1-7 

一、 信心的眼光 

1、信心的眼光來塑造： 

 

 

2、信心的眼光來重建： 

 

 

 

二、智慧充足 

 

 

 

 

三、不要在兒女的生命中缺席 

1、家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2、常常去擁抱孩子 

 

 

3、與孩子建立「ㄧ對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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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享父親節你透過甚麼方式尊榮父親？本篇信息對你尊榮作父親的有甚啟發？。 

2.身為父親的角色，你可以怎麼為你權柄之下的家人禱告？身為妻子、孩子，你又可以

怎麼為家中的權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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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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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8/10（一） 徒 09:23-43 詩 48-49 

 08/11（二） 徒 10:01-33 詩 50-51 

 08/12（三） 徒 10:34-48 詩 52-55 

 08/13（四） 徒 11 詩 56-59 

 08/14（五） 徒 12 詩 60-62 

 08/15（六） 徒 13:01-25 詩 63-66 

 08/16（日） 徒 13:26-52 詩 67-68 

無名英雄  吳榮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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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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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激發更多個人或團體支持餐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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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新冠疫情確診數仍然持續攀升，求

主醫治並賜下平安給仍處在動盪環境中

的人們，也施恩保守醫療資源不足的國

家，使其能夠度過疫情風暴。 

◎疫情趨緩的地區，求主賜政府及相關單

位智慧，在推廣旅遊、刺激經濟消費中，

持續推動防疫策略；也幫助國人依舊提

高警覺，在防疫上不致鬆懈。 

  教會仍建議弟兄姐妹防疫不鬆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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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持續保持警覺外，更重要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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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球禱告 

△請為黎巴嫩禱告，8/4（二）於黎巴嫩首

都貝魯特市中心附近港區大爆炸，目前已

造成135人喪生，超過5000人受傷，貝魯特

至少有30萬市民流離失所，當前首都的醫

療資源和人力嚴重不足。甚至首都有數十

人在國會外發起示威。求主親自幫助，使

當地政府能有效組織救援行動，也有智慧

處理醫療資源問題，減緩更多死傷和慘況。 

△因梅雨季豪雨不斷，世界各地多國發生

洪災，請為豪雨不斷致釀水災的國家禱告： 

◎南韓：連續42天下雨引發水患和山崩，

此次暴雨已造成16人死亡、11人失蹤、7人

受傷、1600多人受災。南韓多個城市因受

到暴雨襲擊，在經過一個多星期從南到北

都降下大雨後，各地洪患四起。 

◎中國：今年6月起長江淮河流域的洪水至

今尚未全退，加上近期因颱風暴雨成災，

造成各地洪水為患，目前已造成江西等27

省（區、市）5481.1萬人次受災，其中158

人死亡或失蹤。 

◎尼泊爾：今年自5月以來，尼泊爾遭遇季

風豪雨侵襲，在雨季中爆發洪水及土石

流，目前已造成177人死亡、57人失蹤及111

人受傷。 

◎孟加拉：6月底開始的季風豪雨，使孟加

拉爆發洪水災情，造成已知至少135人喪

生，並有2萬人淪為災民。 

◎日本：日本九州等地7月初起豪雨成災，

連下29天，截至8/5上午，豪雨已造成82人

死亡、4人失蹤，以及28人受傷。 

◎蘇丹：蘇丹近來飽受洪水侵襲，過去一

週以來洪災已經影響超過5萬人，全國14個

州發生洪水及土石流，基礎建設受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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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牧區 

  七月底國中生輔班的夏令營開跑啦，此次有15位國中生參與其中。而這一

次夏令營課程的一部分，是由6位大專生設計並在其中帶領孩子，其中有4位是

生輔班的畢業生，看見屬靈家中的傳承，較為成熟的大孩子，貢獻他們的所學
及專長，讓下一代青少年有所學習跟榜樣。 

  此外，也有3位青少年志工投入，幫忙老師一起帶領國中生活動，因著在疫

情期間，無法舉辦服務學習營的狀況下，提供給青少年可以服務他人的機會，
看見青少年樂意活出聖經，「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個身上」，也期盼未來能有

更多的青少年願意，參與在服事人的行列，一起活出愛。 

  而青少年牧區，也繼續使用聖經挖寶趣的方式，讓青少年在聖經中發現神
的話如何實踐在他們的生活中，讓神的話親自成為他們生活中的引導。同時，

也讓他們可以知道信仰與自身的關係，活出一個與神親近，渴慕神的生命。 

  雖然目前教會中的高中生，因為打工及社團的因素，常常無法參與聚會，
輔導及門訓者轉而一對一的門訓及守望，仍然不放棄的邀請高中生們回到主日

的聚會，期盼他們能與屬靈的大家庭繼續有連結跟委身。 

  邀請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 
1. 為著沒有穩定聚會的高中生、大專生禱告，讓他們能夠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也能與屬靈的家有緊密的關係，委身在屬靈的家中。 

2. 為在暑假時間擺上服事的大專生，獻上感謝，求主賜福並加添他們夠用的體

力與精神。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8/08-09 08/15-16 08/22-23 

領會 林岳毅 廖立凱 李冠勳 

配唱 冠勳/士偉 珮菱/禎國 文儒/鈺慈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汪佩錚 

司鼓 陳慶澤 林聖恩 林岳毅 

投影 李麗群 林春貞 周青慧 

音控 邱維安 林岳毅 陳泰銘 

 

項目/日期 08/08-09 08/15-16 08/22-23 

諮委輪值 杜瑞澤 蔡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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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兒 童 34 D0 57 

國 中 15 青少年 13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99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46 D3 10 

樂 齡 16 週間小組 106 D4 2 

合 計 66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13,909  上週奉獻 114,987 

上週結存 1,078 

08 月份 

累計支出 
113,909 

08 月份 

累積奉獻 
114,987 

本月結存 1,078 

本年 

累計支出 
4,038,877 

本年 

累計奉獻 
4,094,853 

經常費累計結存 55,976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