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聚會及小組時間 
 

 

 

 

 

 

 

 
 

 

 

 

 

 

 

 

 

 

 

 

 

上週主日出席與奉獻 

主日聚會 人數 奉獻項目 收入 支出 

成人 37 主日奉獻：   

兒童 4  經常費 96,000 4,080 

青少契 2  植堂基金   

學青 6  慈惠基金   

主日崇拜總計 49  精鷹團契基金   

   教育培訓基金   

   童心團契基金   

成主 因疫情

暫停 
   

禱告會 
線上+

實體 9

人 

上週總計 
96,000 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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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服事  

金句： 

「至高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 

（但 5:21 b） 

本週讀經進度：但以理書第 6 章 

項目 日期 時間 

晨禱+讀經分享 週一～週五上午 08:00~10:00 

｢認識耶穌｣基要真理 週日上午 09:00~09:50 

成人主日學 週日上午 09:00~09:50 

青少契讀經 週日上午 09:00~09:50 

擘餅暨主日聚會 週日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週日上午 10:00~11:30 

青少年團契 週日上午 10:30~11:30 

精鷹(學青)團契 週日下午 01:00~01:50 

伯大尼小組 週三上午 09:30~11:00 

禱告會 週三晚上 07:30~09:00 

童心(長青)團契 週四上午 09:30~11:30 

姊妹會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

四下午 
02:00~04:00 

果子小組 週五晚上 08:00~09:30 

信實小組 週六上午 09:30~11:30 

喜樂小組 週六晚上 07:00~09:00 

項目 本主日 下主日 

八月份值月長老 曾品皓弟兄 

講台 蕭 靖 謝光中 

擘餅及領會 黃亞晨 張力民 

詩歌及配唱 廖伊淇 鎧楨、子芯 

司琴 蘭家愷 賴怡蒨 

音控同工 蕭 宣 徐路加 

餅杯服事 力民、怡蒨、靖雅 品皓、君萍、雅文 

招待 廖舜右 陳瑞興 

成人主日學 因疫情暫停 因疫情暫停 

青少契讀經 因疫情暫停 因疫情暫停 

青少年團契 因疫情暫停 因疫情暫停 

兒主大班 江燕鳳 林淑秋 

兒主小班 惠玲、麗玉 唐曉英 

愛宴 因疫情暫停 因疫情暫停 

清潔輪值 信實小組 精鷹團契 

http://www.ckassembly.org/


代禱事項： 

1. 王說：「我聽說你裡頭有神的靈，心中光明，又有聰明和美好的智慧。」

(但 5:14)感謝神保守但以理弟兄，在外邦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見證，一生敬

畏主。求主聖靈在我們身上掌權，使我們心中光明，有聰明智慧應對生活

中各樣挑戰艱難，成為基督恩典流通的管道。 

2. 為阿富汗禱告： 

 國內稀少的秘密基督徒在神的應許中找到力量與平安，剛強壯膽。 

 願主蒙蔽塔利班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眼，軟化他們的心，保守神兒

女遠避災禍。更祈求阿富汗不會成為恐怖分子的避風港。 

 新一波難民將從阿富汗湧入中東和他國，求主在逃難旅程中保護和

供應他們，未逃離的人民能呼求真正的救主耶穌。 

 求主憐憫阿富汗女性，救她們遠離遭性侵、被剝奪受教權的困境。 

3. 為青少契禱告：鎧楨、宇娸、柏鈞、子芯明年考高中；宇翎、永碩明年考

大學，求主幫助他們擬定明確讀書計畫、有智慧地讀進複習內容、賜下體

力及耐力能堅持直到考試結束，賜下信心相信主與他們同在。 

4. 求耶和華拉法看顧肢體：楊媽媽體力與睡眠良好，倚靠神心裡滿有平安；

美汝姊妹轉服用抗癌藥物，求主加添食慾和體力；豔瓊姊妹五十肩初期，

肩關節沾黏得醫治；戴姊妹來到中科，充滿基督裡的平安穩妥；感謝神

保守廖媽媽平安出院，求主幫助她在諸般病痛中堅定信靠耶穌；瑋芩姊

妹 9/19 回馬來西亞一路平安，與家人有美好的團聚；家愷姊妹的女兒宣

羽將前往德國求學，希望租到適合的房子，學習順利平安。 

5. 上週總奉獻金額為 $96,000 元；感謝主的恩典！請弟兄姊妹按著聖靈的感

動，用信心奉獻金錢，使神家有糧。 

報告事項： 

1. 歡迎初次來的新朋友，願主保護您，賜福於您！歡迎與我們喜樂敬拜神，

加入教會愛的大家庭！ 

2. 感謝吳伯伯贈送環球聖經公會的新譯本聖經給弟兄姊妹，穩定聚會者一

人一本，願主使用並賜福祂的話語。 

3. 茶水間水杯區有過多閒置舊塑膠杯，考慮到塑化劑影響人體健康，感謝

艷瓊姊妹已協助重新整理。請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重新放置自己的杯子，

可以向伊淇姊妹索取標籤貼紙，疫情期間也建議隨身帶水杯飲用，以保

安康，謝謝家人們彼此相愛保護。 

4. 9/25將再度舉辦蕭智雄老師主講的中科培靈退修會，時間是上午 9點到下

午 4 點，邀請弟兄姊妹踴躍參加，一起在靈修中重遇基督！ 

講題： 巴比倫的最後一夜 

經文： 但以理書第五章 

壹、背景 

 一、但以理書章題和年代 

  章次 年齡 記         事 年 代 

 

生 

 

活 

 

 

第 

三 

人 

稱 

一章 15 歲 在第一次被擄中，被帶到巴比倫皇宮 605BC 

二章 17 歲 第一次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大人像 603BC 

三章 20 歲 三個朋友不拜金像被丟入火窯 600BC 

四章 49 歲 第二次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一棵樹 571BC 

五章 81 歲 巴比倫帝國最後一夜 539BC 

六章 83 歲 因一日三次禱告神被扔在獅子坑中 537BC 

 

執 

 

事 

第 

一 

人 

稱 

七章 67 歲 看到第一個異象（巴比倫帝國時期） 553BC 

八章 69 歲 看到第二個異象（巴比倫帝國時期） 551BC 

九章 82 歲 看到第三個異象（瑪代波斯帝國時期） 538BC 

十章到 

十二章 

84 歲 看到第四個異象（瑪代波斯帝國時期） 536BC 

 二、巴比倫城 

貳、經文大綱 

 一、伯沙撒荒宴群臣，干犯真神：(1-4 節) 

 二、神指頭在牆上寫字，警告伯沙撒王：(5-9 節) 

三、但以理解說牆上文字：(10-28 節) 

1. 被介紹到王前：(10-16 節) 

2. 以直言責備王：(17-24 節) 

3. 解釋文字意義：(25-28 節) 

四、伯沙撒被殺，巴比倫亡國：(29-31 節) 

叁、結論 

認罪悔改，倚靠聖靈活出基督；學但以理，美好靈性榮耀主名！ 

肆、見證：〈神的恩典夠我用〉－－美汝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