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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序　　樂.... (安靜主前，靜候主話)....................... 司　琴　者

宣.召.詩.... 我主是我牧者........................... (三)兒童合唱團

宣　　召.... 詩篇十八篇1～2節........................... 司　會　者

聖　　詩.... 173首「上帝此時臨在」...................... 會　　　眾

祈　　禱.... (懺悔、認罪、赦免、感恩等及主禱文，...... 司會者暨會眾

. .祈禱後唱聖詩497首）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

	 賞賜阮平安。阿們

啟　　應.... 4篇（聖詩後面第5頁）....................... 會　　　眾

讚　　美.... 感恩的祈禱............................. (一)迦 南 詩 班

　　　　.... GLORIA.GLORIA.......................... (三)兒童合唱團

聖　　經.... 申命記六章1～9節(現211頁，台195頁)........... 司　會　者

信　　息.... 【主上帝在我心】........................... 主　禮　者

祈　　禱............................................... 主　禮　者

聖　　詩.... 414首「主日學的學生」...................... 會　　　眾

奉　　獻.... .(尚未填寫留名卡之來賓請填表後交給執事)........ 會　　　眾

感　　謝.... (奉獻祈禱後唱奉獻歌)....................... 會　　　眾

	 我的錢銀獻給 ，用出攏趁 旨意，

	 我的才情 賞賜，甘願還 做器具。　阿們

報　　告............................................... 司　會　者

介　　紹............................................... 長老候選人

頒發獎學金......................................... (三)蔡政道牧師

牧養代禱............................................... 主　禮　者

頌　　榮.... 510首「謳咾天頂主宰」...................... 會　　　眾

祝　　禱............................................... 主　禮　者

殿　　樂.... (默禱謝恩‧恭受差遣)....................... 司　琴　者

主禮者：廖惠如牧師
司會者：曾仁暉長老
司琴者：郭憶婷姊妹

主禮者：廖惠如牧師
司會者：洪明皓執事
司琴者：邱文惠姊妹

上午7:30(一)

十樓禮拜堂

(三)上午10:30

十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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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Pastor.Michael.Lu

司　會：Kevin.Koay

司　琴：Debby.Ho

聖　經：Genesis.5:21-24,.Hebrews.11:5-6

讀經者：Kevin.Koay

講　題：『	Walking	Faithfully	with	God	』

第二場(華語)禮拜
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序　　樂.....(安靜主前）............................... 司　琴　者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Together敬拜團

聖　　經.... 申命記六章1～9節(現211頁).................... 司　會　者

信　　息.... 【主上帝在我心】........................... 主　禮　者

祈　　禱............................................... 主　禮　者

奉　　獻............................................... 會　　　眾

感　　謝..... (奉獻祈禱後唱奉獻歌)...................... 會　　　眾

	 虔誠奉獻我金銀，全心擺上報主恩；

	 虔誠奉獻我才能，全心順服為主用。　　阿們

報　　告............................................... 司　會　者

介　　紹............................................... 長老候選人

牧養代禱............................................... 主　禮　者

祝.福.歌.... 懇求主 引領我腳步....................... 主禮者與會眾

祝　　禱............................................... 主　禮　者

主禮者：廖惠如牧師

司會者：李友仁弟兄

上午9:00

十樓禮拜堂

領　詩：Together敬拜團

司琴者:花 婕 芸 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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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經小會議決通過，訂於二○二一年十

月二十四日（日）的第二次臨時會員

和會中舉行長老改選，十月三十一日

(日)的第三次臨時會員和會中舉行執

事改選；已依據「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雙連教會長老執事提名推薦辦法」，

於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三日在教會十

樓公佈欄公告長執選舉公報及在籍現

有陪餐會員名單，並將選舉公報寄予

可以參與選舉的在籍現有陪餐會員。

2.經二○二一年第八次（十月定期）小

會議決通過，因目前疫情已趨緩，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也逐步解封，所以本

會將如期舉行上開兩次臨時會員和會

，倘若此期間內疫情有變化，將於教

會官網另行公告舉行日期。

3.依據「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規則」

之一「選舉規則」第二章第14條規定

：「選舉長老、執事之會員和會，須

有在籍現有陪餐會員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得票為當選。」依

上開規定，為使能順利成會，請在籍

現有陪餐會員屆時踴躍出席。

4.在籍現有陪餐會員因服兵役、旅行海

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重病、上班

……）無法參加臨時會員和會者，敬

請務必於十月二十三日（六）以前，

向小會議長、小會書記或致電教會

（02-2541-5390）請假，以利成會。

5.十月二十四日（日）及十月三十一

日（日）當天四場禮拜合併於上午

10:00在十樓禮拜堂舉行，禮拜後隨

即召開臨時會員和會，請兄姐留意時

間參加。

6.選舉公報，敬請各位兄姐切勿翻拍影

印擷取，於網路或是通訊軟體群組中

傳播，避免候選人個資外流。

7.教會的選舉不同一般社會的選舉，教會

是藉由選舉來產生上帝所呼召的人。敬

請各位兄姐以祈禱的心尋求上帝的心意

，遵照上帝的心意行使投票權！

8.選舉辦法於十月10日及十月17日公告

於教會十樓公佈欄。

小會議長：蔡政道

小會書記：阮福智

§本會消息§
＊一、疫情期間聚會事宜

1.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上帝恩典，台灣目前的疫情己經

稍微緩和，讓我們能開始實體及線上

併行禮拜。我們會遵守政府的集會規

範來規劃禮拜，也請大家配合所有必

要的規定！

　⑴為了讓參加禮拜的兄姐可以分流，

　我們禮拜的時間和地點如下：

【第一場台語禮拜】

　時間：上午7:30（7:00開始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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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華語禮拜】

　時間：上午9:00（8:30開始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第三場台語禮拜】

　時間：上午10:30（10:00開始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第四場英語禮拜】

　時間：上午11:00（10:30開始入場）

　地點：七樓禮拜堂

　⑵參加禮拜的兄姊，有以下幾件事情

　需要大家一起來配合：

　①請欲參加禮拜的兄姐，大家按照各

場次進場的時間到達教會，請勿

過早到達。

　②到達教會後請依照以下步驟進入教

會：用教會入口的QR CORD 登錄

1922（實名制）、噴酒精、量體

溫、搭乘電梯（每台電梯最多搭

乘6人）到指定樓層禮拜。

　③如果身體有不適，發燒、咳嗽、流

鼻水等症狀的兄姐，請在家以線

上禮拜。

2.兒少牧區：兒童主日學自十月24日

（下主日）起恢復實體禮拜，並同步

線上禮拜至十月底止；青少年組則依

牧區公告聚會。

3.成人牧區小組、社青牧區小組及團契

：若要實體聚會須由小組長或會長在

三天前事先預約，場地由教會安排，

並提出參與名單，於一樓管制進出；

飲食以簡餐為主，並遵守不群聚、不

分食、不交談；配戴口罩；維持社交

距離；拍照留資料。

4.詩班：依服事情況安排。

◆以下為參加雙連教會線上禮拜的方法

　方法1：到臉書Fa c e b o o k 【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按下

『追蹤』。就可以在每個主日早

上收到當天禮拜轉播的收看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SLPCOfficial?locale=tw_TW

　方法2：打開YouTube 影片搜尋【雙連

教會轉播】選擇當週節目觀看即可。

　方法3：到雙連教會官方網站，上方

橫欄標題的「影音專區」>「零距離

轉播」，點選進去觀看。

　https://www.slpctaipei.

org/sermons-online

二、本週特別事工

＊1.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教會教育事

工奉獻主日」，第三場禮拜中特

別安排兒童合唱團獻詩，呼籲兄

姊共同為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

、門徒培育、靈性形成及生命教

育事工關心、代禱與奉獻，並參

與教會各級主日學教育事工。

＊2.本會謹訂於本主日下午3:00，在十

樓禮拜堂舉行「洪秀青傳道師封

立牧師暨廖惠如牧師就任關懷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歡迎兄姐參

加，或參加線上直播禮

拜。(線上直播網址請掃

描 QR CODE)。

　3.彭榮道牧師偕同師母已於十月16日

帶領大專組學生及同工共25位，

前往新竹萊馥渡假村舉辦大專新

生宿營，預計本主日下午6:30回

到教會，願上帝賜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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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肢體關懷

　本會會友洪瓔香姊妹之父洪于明先生

於十月11日安息主懷，訂於十月21日

（本週四）上午8：30在高雄市小港

區忠德街三之一號自宅舉行公祭，請

兄姊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

四、聖樂委員會消息

　由聖樂委員會所監製的兒童台語聖詩

CD及樂譜「至好朋友就是耶穌」已於

九月26日正式發行，每套250元，可

向教會一樓守衛或郭怡薰幹事購買，

亦可E-MAIL到教會信箱洽詢郵購事宜

，讓台語聖詩讚美的旋律，環繞在我

們的生命中，一生擁有至好朋友就是

～耶穌。

五、2022年新任團契、詩班同工、大小

　家長訓練會暨事工協調會

　時間：十一月6日（六）

　　　　上午9:30～12:30

　地點：九樓聯誼廳

※請2022年度所有團契、詩班的新任同

工及大小家長保留時間參加，並請各

團契、詩班代表於十月24日(下主日)

向郭怡薰幹事索取行事曆初稿。

六、教社委員會消息

　本年度因新冠肺炎肆虐，以致無法舉

辦有關重陽敬老聚餐及旅遊活動；

　教會關懷體貼長者，今年將分發禮券

，請本會在籍會友且年滿65歲以上長

者親至教會領取。

　※不方便者請電洽陳美先幹事聯絡

    2541-5390

　※領取期間：十月1日～31日止

七、以弗所書線上查經課程

　在疫情期間，我們特別在線上推

播「以弗所書的查經課程」，藉著

再一次研讀以弗所書來思想教會存

在的目的，以及我們參與教會的使

命！參加的方法很簡單，請您加入

FACEBOOK「雙連長老教會以弗所書

查經班」的社團。經過簡單審核即

可在社團中收看錄影播出的查經課

程。願上帝保守眷顧我們！

八、總務委員會消息

1.防疫期間，採實體與線上禮拜併行，

懇請兄姐繼續為教會事工代禱，以及

採用以下方式奉獻：

　郵局劃撥匯款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雙連教會

　帳號：14524589

　◎請註明寄款人

　銀行匯款、ATM轉帳

　聯邦銀行中山簡易分行(代號803)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雙連教會

　帳號：033-50-8006522

　◎捐款後請將收據傳真至教會

　　25231361，並註明捐款人。

　刷卡奉獻，請至官網下載申請單填

　寫，並傳真至教會(02-2523-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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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於週間早上9:00～下午5:30直

　接至教會一樓守衛室奉獻。

2.每週六以後，會提供隔週的紙本週報

在一樓守衛室讓會友索取，並且同步

放置電子檔於官網。

九、讀經運動

1.10-12月新眼光讀經本，近期平日放

置在教會一樓，主日則放置在十樓

，供兄姊領取。

2.10-12月《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

，可用上一季已完成的填充本到教

會1樓來換取或購買，辦法如下：

　換取方式：帶上一季完成的填充本

來換取當季的填充本。

　購買方式：可用現金80元購買，或

用每日靈糧兌換券50點兌換一本。

3.《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從本季

開始兌換時將不再贈與點數。

4.本週讀經進度10/17-10/24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十月17～23日)

17日─高國柱、張杏如、胡文馨、

 廖美足、賴明妙、邱英翠、

 張婧、姚永銅、高梅琴、

 莫啟能

18日─彭彥蓉、張詩穎、陳信綱、

 謝淑文、何耕宇、王育美、

 劉芯惠(素舟)、楊恩澤、

 洪詠嫻、簡鈺倫、丁德馨、

 吳麗菊、吳建賢、陳又慈、

 許春嬿

19日─楊芳恩、鄧明斌、朱嫣嫣、

 陳華鐘

20日─張雅雯、何桂英、連進益、

 木村由里(林琛姮)、楊濟鴻、

 洪民豐、柯惠娟、劉希雯、

 李英芬

21日─詹滿妹、賴寶勤、黃寶萱、

 康為恭、蘇玉麟、林美吟、

 郭昱漢、陳韵昕

22日─周席葰、羅啟維、莊抱月、

 李雅萍、蔡宗憲、曾子鑑、

 曾振成、黃明明

23日─林佳暖、林寶桂、陳玟如、

 李汪政、李宜儒、邱德恩、

 溫庭儀、林逸民、陳素月、

 蔣月芬

二、英語牧區事工

本主日(10/17)下午1:30於702教室

舉辦聖經研究工作坊，邀請盧志強傳

道主講。全程英語授課自由入座。費

用：免費。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箴 15：26 結 1:1-28 

週一 出 18：1-10 結 2:1-3:3 

週二 出 18：11-20 結 3:4-27 

週三 出 18：21-27 結 4:1-17 

週四 申 1：9-13 結 5:1-17 

週五 申 1：14-18 結 6:1-14 

週六 傳 4：9-10 結 7:1-27 

主日 箴 14：27 結 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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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消息§
中保代禱事工

　在七樓及十樓的禱告箱旁及座位前，

有放置個人代禱卡【黃色】：請勾選

禱告期限分〝緊急〞一個月、〝一般

〞三個月，教會事工代禱卡【藍色】

及禱告應允感謝卡【粉紅色】，請有

需要的兄姐可以填寫。填寫完成請投

入設置於七樓及十樓的禱告箱，會由

同工整理並進行代禱。

§裝備委員會消息§
一、裝備課程

1.成人主日學英文查經班，本主日復課

，請上課兄姐全程戴口罩並請自行攜

帶聖經，疫情期間不開放使用公用聖

經。

2.成人主日學尋找生命的地標班，十

月24日(下主日)恢復實體上課，教

室改在801教室，請上課兄姐全程戴

口罩。

二、一○○九學年第二學期獎學金頒發事項

⑴於本主日第三場禮拜中頒發，請國

中以上(含)合格同學11點到十樓中

廊向李素芬幹事報到。

⑵國中以上(含)領取日期至十月31日

止，無法如期領取者請與幹事聯絡

，逾期未領取者一概不予補發。

⑶國小組領取日保留至實體聚會後。

§雙連安養中心消息§
徵才訊息，詳見教會公佈欄，有意願者

歡迎與行政組蔡雅雯副組長連絡(02-

26365999分機1120)。

§團契消息§

1.松年團契

　日期：十月18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2.椰子團契月例會

　日期：本主日中午12:20～13:45

　地點：十樓禮拜堂

　講員：鄭睦群教授

　內容：聖詩介紹並唱詩頌讚主

　備註：因應疫情，請兄姊們於禮拜堂 

　　　　內用餐時，不要交談並保持禮

　　　　拜堂的清潔衛生。

3.雞啼團契月例會

　日期：本主日中午12:00

　地點：803、804教室

　內容：新年度同工選舉

§教界消息§

台北中會三重埔教會訂於本主日下午

3:30，舉行洪崇錦牧師就任第九任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願上帝賜福。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求神幫助各地華人教會，

在基督裡同心同行成為世代的明光。

二、為台灣─內憂外患中有主的眷顧，

領受神豐盛恩典，進入神的命定。

三、為教會─雙連人明白上帝的呼召，

完成主的旨意、見證神的同在。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這裡有榮耀，有

醫治湧流，永活的主在此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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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雙連幼兒園─幼兒們的智慧和身

量一起成長，與神與人有良好關係。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所有的員

工有專業、有熱忱、有愛的服務。

七、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卓然弟兄、周曹寶蓮姊妹、

　許采蘩姊妹、陳廖正妹姊妹、

　潘鏡洲弟兄、謝江坤弟兄、

　陳為弟兄（陳美佑之父）、

　葉嘉祥弟兄、石正忠弟兄、

　高碧霞姊妹、陳淑惠姊妹、

　王吉郎弟兄、曾瑞華姊妹、

　李受恩弟兄、張筑涵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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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會人數§

  

 

§ 主日聚會人數 § 

 
第一場禮拜(台語) 71 人 18020 元  
第二場禮拜(華語) 187 人 10489 元  
第三場禮拜(台語) 234 人 25304 元  
第四場禮拜(英語) 49 人 5060 元  

小 計 541 人 58873 元  
福利園區禮拜 108 人 5320 元  
EM 兒童俱樂部  15 人   

 
 
 10月17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累積 24 小時 
收看數/次 

轉播同時線上收看

最高數/次 
總收看數/次 

(日期 10/10~12) 
主日第一場 

(台語)  251  100  851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75  117  670 
主日第三場 

(台語)  328  142  787 

兒童主日學  49  49  213 

 



－12－

信息大綱 主上帝在我心
聖經：申命記6章1-9節

　　申命記是重申上帝在西奈山所頒布的命令；摩西提醒人民要記得上帝如何帶領

他們經過曠野，祂的子民必須牢記在心裡，愛祂、順服祂。

一、連結於上帝．經歷上帝的豐盛

　　牢記上帝的拯救、遵行上帝的誡命的重要性？

　　會幫助我們與上帝保持             、建立                   。

　　再者，與上帝保持連結、有緊密的關係的重要性？

　　因為，生活周圍的事物，很容易吸引我們的眼目，使我們        上帝。

1、〝終生〞敬畏上帝、服從祂的誡命。

　　思想：在我們的生命經歷裡，所經歷的上帝形像有：

                                                         

                                                         

2、與上帝連結的秘訣：          、           、           

二、殷勤教導兒女

　　「殷勤」在原文的意思有：              、      　    、              

孩子一出生所處的環境是在家中，所以和家人一起經歷        是孩子內在生命很

重要的基礎。

1、信仰生活的培育從小開始，可以透過下列方式來培育孩子與上帝的關係：

　　(1)帶領孩子一起          上帝的話語

　　(2)帶孩子在          中          上帝的恩典

　　(3)帶領孩子以          來到上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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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生活中與神同行

　　第7節：「無論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斷地溫習這誡命。」

　　　意思是：人        的所有行動都要談論著誡命。

　　第8-9節：「要把誡命繫在手上、戴在額上，寫在家裡的門框和大門上。」　

　　　意思是：要        上帝的律法。

結語

　　在小兒洗禮的宣告內容中，提及「…今日這些幼兒的父母雙親和會眾親自做

證，並分擔責任在培育他們的信仰，直到接受堅信禮。」在上帝的大家庭裡，我們

有責任一起建造孩子的信仰生命。

　　親愛的兄姊，我們比孩子經歷更多上帝的幫助、拯救與豐盛的生命，邀請我們

一起來關心孩子，鼓勵他們緊緊跟隨上帝。

§牛埔庄講義所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時間 老師 教室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09:30~11:30 
盧俊義牧師 

十樓禮拜堂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19:30~21:20  八樓 803 教室 

詩篇⑵查經班 週五 09:30~11:20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申命記查經班  週五 19:30~21:20 

台語羅馬字班 週六 9:00~12:00 陳金泉老師等 八樓 803、8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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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17 日（日）  13:00 社區合唱班       （109-1 樓） 
09:30 兒童合唱團        （聯誼廳）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0:3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十 月 21 日（四）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703 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10 樓禮拜堂） 
10:30 社青男女組         （801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8:30 召集人會議    （會議室） 
10:30 新婦小組           （806 室）  十 月 22 日（五） 
10:30 I Believe 信福小組  （807室）  09:30 詩篇(2)查經班      （803 室） 
12:00 恩惠小組           （703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2:00 雞啼團契      （803、804 室）  12:30 日文班             （807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1101室）  14:10 日文班             （807 室） 
12:20 椰子團契        （10樓禮拜堂）  18:00 利未手鐘敬拜 A 團   （805 室）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19:30 申命記查經班       （803 室） 
13: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5 室）  19:30 聖歌隊        （10 樓禮拜堂） 
13:00 Together敬拜團同工會(109-202)  十 月 23 日（六） 
13:30 EM 聖經研究班      （702 室）  09:00 台語文羅馬字班   （803、804室） 
14:30 就任授職禮拜特會  （會議室）  09:30 愛樂管弦樂團       （805 室） 
15:00 洪秀青傳道師封立牧師暨  10:00 永康小組          （1101 室） 

 廖惠如牧師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10:30 客語團契       （7 樓禮拜堂） 
              (10 樓禮拜堂)  13:00 桌球班           （109-3 樓） 

十 月 18（一）  14:00 日文班             （801 室） 
09:30 松年團契      （7 樓禮拜堂）  14:30 活水 A 組           （802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5:30 桌球班           （109-3 樓） 
11:30 松年團契同工會     （804 室）  17:00 男聲合唱團         （805 室） 
12:30 日文班            （801 室）  19:00 桌球班           （109-3 樓） 
14:00 日文班             （801 室）  十 月 24 日（日） 
14:00 迦南團契小組        （12 樓）  09:30 選務勤前訓練      （會議室） 
19:00 米利安敬拜團  （10 樓禮拜堂）  10:00 兒童主日學    （803、805 室） 
19:30 健康操              （12 樓）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2 樓） 
十 月 19 日（二）  12:00 恩典 1 組           （703 室） 
11:20 盲朋友聯誼會      （802 室）  12:00 迦南詩班              （802室）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兒主教師會議       （806 室） 
十 月 20 日（三）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1101室）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13:00 EM 詩班        （7樓禮拜堂） 

     
     

   

§本週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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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花 盆 栽

盲朋友引導：一樓：謝侑倪、劉承晏、宋敬宇。 十樓：林印真。

一樓：賴尚暉、李旻瑋執事。　　　　 十樓：吳建賢、蘇茂仁長老。

愛

招待

網

兒童合唱團

Pastor Michael Lu

迦 南 詩 班

李友仁弟兄

第三場翻譯：中文－林慧琳、英文－陳侃倫、日文－黃顯程

賴正大、洪懿萱執事
青年:彭恩佳、劉書雅

朱嫣嫣姊妹

邱文惠姊妹 郭憶婷姊妹花婕芸姊妹

廖惠如牧師 廖惠如牧師廖惠如牧師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賴正大執事
洪懿萱執事

賴正大執事
洪懿萱執事

曾仁暉長老洪明皓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花

吳靜如執事
(召)

Together敬拜團

Debby Ho

男聲合唱團

蔡純靖姊妹

蔡政道牧師

第三場翻譯：中文－蔡金鳳、英文－劉秀綾、日文－黃綉倪

盲朋友引導：一樓：楊開文、王儷娟、陳翎。 十樓：林意穎。愛

招待

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洪大川長老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花

蘇明源執事
(召)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暫    停

Kevin Ko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