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拜大綱：「因信稱義」                   羅馬書 3:22-26 

一、神的恩 

 

 

 

 

 

 

 

二、耶穌的救贖 

 

 

 

 

 

 

 

三、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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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分享一個因信稱義的人，他與上帝的關係會有甚麼具體改變？試以自己的生活為

例說明。 

2. 請分享耶穌基督的救贖，對你生命的重要性。並你要如何以實際的行動來回應。 

異象傳遞禱告   

1.請全力動員邀約慕道親友參加10月24日的年度社區感恩餐會，為籌備同工禱告，為邀

約的進展禱告，為不受新冠肺炎影響禱告。 

2. 請鼓勵組員繼續在全年讀經上跟進新約的羅馬書，舊約的詩篇、箴言，讓神的道建立

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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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新約 舊約 

 09/14（一） 羅 08:01-17 詩 140-142 

 09/15（二） 羅 08:18-39 詩 143-145 

 09/16（三） 羅 09 詩 146-150 

 09/17（四） 羅 10 箴 01-02 

 09/18（五） 羅 11:01-24 箴 03-04 

 09/19（六） 羅 11:25-36 箴 05-06 

 09/20（日） 羅 12 箴 07-08 

因信稱義  吳榮坤 弟兄 

週日：青少年小組、信望愛、超越            

◼ 週一：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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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恩、曙壹、奇妙、曙貳              

週六：門徒、四美、凱瑞、大專、豐盛       

2020.09.13 



  

日日讀經 

 教會舊約讀經進度即將進入箴言，鼓勵

家人們一起跟上讀經進度，在箴言裡學習

聽神的話、遵行神的話，活出神所喜悅的

樣式！ 

2020「愛鄰愛您」感恩餐會 

 各位弟兄姐妹~感恩餐會距離倒數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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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動起來邀約吧~ 

 餐會餐券己到，請向依馨姐妹或榮坤弟兄

索取。請小組長協助在10/04（日）前回收

餐券登記表及費用給依馨姐妹。 

目標金額：500萬，目標桌數：110桌 

目前金額：301,588元，目前桌數：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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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800元 

【感恩餐會代禱事項】 

1.為目前陸續的捐款向神獻上感恩，也求主

繼續激發弟兄姊妹們火熱的心，持續邀

約，在倒數一個多月，繼續奔跑不放棄

為主做工。 

2.為協會陸續拜訪學校、企業及政府單位禱

告，願聖靈在其中親自感動所拜訪的

人，讓他們踴躍地支持協會所做的，一

同為社區的需要來效力。 

3.為接待組禱告，能順利找到內外場的招待

人員，也讓他們有智慧跟創意來設計接

待流程，以符合防疫標準，使參與的賓

客都感到安心及貼心。 

4.為美宣組即將要製作協會年度回顧影片

來禱告，讓製作團隊能夠完整呈現出協

會平時的服務，不只更了解協會的服

務，也能感動參與者。 

5.為國中小生輔班、樂活長輩，及愛家合唱

團練習禱告，求主幫助練習順利，且都

能勇敢的表演出節目的內涵與精神，也

讓國中小的見證學生能夠順利預備完

成，叫他們的見證能夠感動更多人，一

起來支持協會的服務。 

防疫不鬆懈，禱告不間斷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延燒，讓我們持續

為疫情守望禱告，求主醫治並賜下平安給仍

處在疫情中的人們，也求主施恩保守醫療資

源不足的國家能度過疫情風暴。願主賜下智

慧給各國政府及相關單位，持續推動防疫措

施，幫助國人提高警覺、防疫不鬆懈。 

  教會仍建議家人們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勤

洗手並注意有良好衛生習慣，聚會期間請記

得配戴口罩！我們一起回到主裡面，彼此相

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向世界見證主愛！ 

教會防火修繕工程 

 教會日前接到市政府來函指明教會需作

防火工程，這是為配合新法規，須在九月底

完成。另外電梯必須關閉，雖電梯必須關

閉，但為行前不方便的肢體，教會會動員肢

體參扶上樓，發揮彼此相愛的精神，請肢體

放心！目前預估工程約需30萬，請肢體為此

奉獻與禱告，工程將在9/14下週一進行施

工，約需二週的時間，請在教會聚會的小組

暫時改至其他場地！ 

肢體關懷 

△感謝主！鄭楊淑珠姊妹腦瘤手術順利完
成，並且這段時間的恢復狀況良好，醫生評
估下週可以出院在家休養囉！請持續為鄭
媽媽禱告，術後恢復以及日後繼續復健順
利，也求主帶領未來的抗癌之路，願神的平
安與喜樂充滿鄭媽媽、堅固鄭媽媽的心！ 

△請為曙舞小組Penny的爸爸吳春紫禱告。
吳爸爸安排於本週六(9/12)出院回家，仍請
持續為吳爸爸的肺部浸潤以及頭部引流管
暢通禱告，願主保守醫治，也願吳爸爸在咀
嚼吞嚥上能夠穩定恢復。 

△請為活水小組Emily的媽媽脊椎傷口恢復
及找到適合的復原醫院使左腳受損神經功
能恢復禱告。並紀念張爸爸找對醫生調整藥
物好調整正常的生活作息。 

△請紀念宣教士牙刷一家，因為眾多因素， 

仍在確認工場政策與等候簽證申請，回程時
間將有調整，請為牙刷一家代禱預備回工場
的事項能夠準備妥當，願神的平安與他們全
家同在。 



 

 

 

 

 

 

 

 

  

 

 

 
 

 

青少年 

時至九月，學生們陸續開學，在暑假期間，青少年舉辦了系列活動，讓不同年

齡層的學生玩在一起，也在活動最後邀請青少年一同來建立這個屬靈家庭的氣氛。

感謝神，有越來越多青少年穩定參與在聚會中，一起在群體中認識神的話，也開始

在生活中實踐神的話。 

同時，我們也帶領國中生學習樂器，大部分的國中生仍持續練習，也在過程中

幫助他們學習如何敬拜，也連結社青教導他們學習樂器，讓這群青少年不只有榜樣

可以效法，也明白教會是一個大家庭，不同年齡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彼此扶持的。 

感謝主！高中生們在門訓關係裡持續被關心，也開始多一點參與在聚會中、回

到主的大家庭裡，期盼高中生們在新的學年間能夠穩定的參與聚會。 

而大專生們也將在下周開學，特別的是，今年CCMN網絡中分別有三間教會的

大一新鮮人即將在台中讀大學，因為這份連結，使大專小組們活絡起來了！期盼透

過這些連結，讓這三位大學新生在台中也有屬靈的家，一起扶持及奔跑在上帝預備

給他們的道路當中。 

邀請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 

1.為青少年能適應新的學程及年級，在生活上有有規律及好的習慣。 

2.為即將受洗的田喆偉弟兄禱告，讓神的話語堅固他的信心、持續作主門徒，生

命越來越健康與成熟。 

3.為青少年們能夠養成穩定聚會及讀經習慣來禱告，讓他們能夠浸泡在神的話語

中，生命持續成長、學像耶穌。 

【各 事 工 服 事 表】 

項目/日期 09/12-13 09/19-20 09/26-27 

領會 洪佩菱 劉士偉 李冠勳 

配唱 冠勳/岳毅 文儒/立凱 
鈺慈/鈺珣/

禎國 

司琴 汪佩錚 淑娟/迦瀚 佩錚/迦瀚 

司鼓 林聖恩 陳慶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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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13 09/19-20 09/26-27 

諮委輪值 張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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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兒 童 25 D0 57 

國 中 20 青少年 23 D1 99 

得勝者 0 成 人 109 D2 28 

真 愛 0 合 計 157 D3 10 

樂 齡 20 週間小組 121 D4 2 

合 計 69   D5 1 

 
【109 年經常費財務收支表】 

 
支出 金額 收入 金額 

上週支出 120,754  上週奉獻 235,761 

上週結存 115,007 

09 月份 

累計支出 
120,754  

09 月份 

累積奉獻 
235,761 

本月結存 115,007 

本年 

累計支出 
4,656,024 

本年 

累計奉獻 
4,695,810 

經常費累計結存 39,786 

 

 

【敬 拜 團 服 事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