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  信  息 

n 小組分享：分享行道之後的『見證』，聽道後的『心得』，每日靈修的『感動』。 
n 力行四合一：[每日靈修[小組分享[主日聚會[生活行道。 
n 行道感恩見證請將資料傳給行政同工。 

講員：吳主恩傳道 

信息：弓歌(三)悲劇英雄 

經文：撒上 18：6~9  17~19。 19：9~12 。 20：30~34 

 

(一) 前言 

悲劇的根源：輕慢神 

     悲劇的成長：不悔改 

     悲劇的結果：孤苦終 

(二) 本論   

1.悲劇的表徵 

l 失自信( 自卑 ) 

l 逐能臣( 嫉妒 ) 

l 斷忠言( 偏執 ) 

       2. 悲劇的挽回 

l 從根救起 

l 結伴同行 

 

(三) 結論   

      神人同行  逢悲化喜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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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消 息 � 

1.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 
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命衝擊營」持續開放報名⾄額滿截⽌。請為 
⼤會同⼯群來台的預備⼯作順利、不讓疫情影 
響活動的舉⾏等代禱，求主祝福、同在。 

3.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 
福⾧及同⼯名單等相關資料，也請預備隊呼 
囉！ 

4. 瑞豐堂電梯已恢復使⽤。（9/22 修復） 
5. 代禱消息：(1)這波強震搖撼了全台⼈⼼，讓我 

們謙卑禱告，尋求上帝的憐憫與保守，也求主 
賜東岸平安，幫助政府進⾏救援與重建順利。
(2)持續為疫情禱告，願屬祂的教會與⼦民，得
蒙保護，所居之地，得蒙醫治。 

6. 楊牧師、明珠牧師、織天牧師將於 9/26 返台，
請為他們回程平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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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吳主恩傳道 楊志明牧師 楊志明牧師 

敬拜 ⺩璉勝 陳秋真 林⽂揚 

司會 顏志穎 林⽂華 ⻯賓寧 

獻詩 重唱 ⼩詩班 奇⼠之聲 

接待 智冠 喜樂多加 橄欖樹⼀ 

⾳控 侯振瀚 顏志穎 林⽊茂 

投影 莊義程 周昀 藍巧玶 

 
 

 

 

  

 

 

 

 

 

 

 

 

 

 

 

 

 

 

 

 

  

10-12 ⽉教會重要事⼯ 

10/8 屬靈家⾧ 

10/14-10/16 ⽣命衝擊營 

第⼋期幸福⼩組： 

§ 10/23 誓師⼤會（預備隊呼） 
§ 10/24-12/10 幸福⼩組七週 
§ 12/17 聖靈更新營 
§ 12/23 洗禮說明會 
§ 12/25 洗禮（聖誕節） 

10/29-10/31 教會衝擊營 

11/13 名⼈講座：周丹薇 

12/4 ⼩組同⼯召聚 

12/31 
跨年禱告會 
新家⼈座談會 

 



 

我們是合⽽為⼀的「one body 樂團」 

磐⽯獅⼦⼩組：陸依箖姐妹 

很感謝神，讓我有這個機會，和⼤家⼀起⽤這⼀⾸詩歌來獻上我們的敬拜、表達神的
⼼意！ 

⼀開始是和⼩組在⼀起唱詩歌時，唱到這⾸合⽽為⼀，⼤家都覺得這⾸詩歌很有意義，
便問⼤家要不要⼀起獻詩，⼤家同聲說可以呀！於是開始著⼿邀請各⽅⾼⼿⼀起獻上敬
拜，9/18 其實是⾄佳姐要帶領獻詩的，但因為⼤家願意⼀起合⽽為⼀的來獻唱，便不知
道從哪裡來的勇氣，主動跟⾄佳姐要了⼀次獻詩的機會，沒想到，她真的成全了我們，還
說要兩次也可以，真⼼覺得她實在太客氣了。 

接著開始邀請樂團，實在是滿滿的緊張，因為我其實會唱，但如果問到樂理的事情，
可能就芭⽐ Q 了，但有聲⾳說沒關係，要勇敢去！在邀請三位⽼師時，很擔⼼他們沒有
時間，也會擔⼼他們服事量太⼤，會不會婉拒，但還是⿎起勇氣問了，結果耀師⺟溫柔的
跟我說好啊，開⼼到已飛了。接著⿎起勇氣問侯教官，他⾮常豪爽的答應，超感謝的！並
且也協助了我這⾸歌該是要加⼊吉他還是⾙斯，頓時安⼼了許多。接下來輪到詠暉⽼師，
⼜⿎起勇氣邀請，結果⽼師就他很謙虛說：「宇涵打得⽐較好啦，她打得⽐我還要好。」
我說不⾏，因為宇涵要唱歌（雖然還沒問），並且這⾸歌⾮你打不可，因為聽到這⾸詩歌
時，第⼀個想到的就是⿎⺩，也想看到詠暉⽼師盡情盡興打⿎的樣⼦。 

再來是基本的班底⼦益、逸弘、佩佩是跑不掉的，現在就剩最後⼀個宇涵了，也是讓
我⼿⼼流著汗⿎起勇氣的邀請，深怕宇涵說「你們唱就好了啦，你們⼈夠的」，果不其然，
他說了這句話，但是我們就是要她⼀起唱啊！ 

終於成軍了，因為想要好好的獻上這⾸詩歌，所以連續三週⼀起練唱，於是⼜⿎起勇
氣跟⼤家說連續三週需要練習，⼼中也是蠻忐忑的，擔憂樂團⽼師們沒有空，感謝主！⽼
師全然成全我們。 

從第⼀週的練習到上台，真的無⽐感動，⼤家合作的⼼使我們被⼤⼤的⿎舞，以⾄於
勇敢地唱著，沈浸在詩歌的意境裡，謝謝⼤家愛的⽀持！這三週我們完整的獻上什麼是
「合⽽為⼀」的團隊精神，⽽且是真實的合⽽為⼀，享受在神的同在！ 

這三週，學習到「勇敢向前」、「謙卑學習」、「看別⼈⽐⾃⼰強」、「看好⼈」「如
何連結神和⼈」。這些都要持續的堅持、堅持、再堅持，我願意努⼒成為其中的⼀份⼦，
也願意成為「伴跑」的同伴，以後還需要⼤家的指教，謝謝⼤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