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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聖餐主日

待降節第二主日
關懷愛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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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請來，耶穌，阮所向望................... (三)聖　歌　隊

宣　　召.... 詩篇九十六篇7～8節......................... 司　會　者

聖　　詩.... 152首「我來朝覲 ，救贖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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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篇（聖詩後面第33頁）..................... 會　　　眾

使徒信經............................................... 會　　　眾

讚　　美.... 美妙主耶穌............................. (一)阮福智長老

　　　　.... 請來，以馬內利......................... (三)聖　歌　隊

聖　　經.... 約翰福音十二章1～8節(現167頁，台120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七十四)～加略人猶大(二)】...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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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55首「阮今聚集及主坐桌」.................. 會　　　眾

聖　　餐...............................................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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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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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葉翠麗執事
司琴者：魏佳玲姊妹

上午7:30(一)

十樓禮拜堂

(三)上午10: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陳金泉長老
司琴者：魏佳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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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待降節第二主日
關懷愛滋主日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Pastor.Michael.Lu

司　會：Jennifer.Eh

司　琴：Peggy.Chung

聖　經：Jonah.2:1-4,.8-9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Salvation	comes	from	the	Lord	』

第二場(華語)禮拜
待降節第二主日
關懷愛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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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十二章1～8節(現167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七十四)～加略人猶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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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賓...............................................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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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葉翠麗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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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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本週特別事工

　1.疫情期間，我們仍採實體及線上禮

拜併行，請各位兄姐到達教會後

依照以下步驟進入教會：用教會

入口的QR CODE 登錄1922（實名

制）、噴酒精、量體溫，並配戴

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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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為待降節第二主日，點燃第

二根紫色蠟燭代表「信心」，讓

我們以堅定的信心，學習完全的

信靠與交託，來面對每一天的生

活，活出主所愛的樣式，成為眾

人的祝福。（本年度的聖誕節慶

活動刊登於週報內第16頁，請大

家一起關心、參與、代禱）

＊3.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關懷愛滋主

日」，呼籲兄姊共同關懷愛慈社

會福利基金會的所有事工，並提

醒大家共同防治愛滋的使命與責

任。

　4.十二月10日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

「國際人權日」，總會特別來函

呼籲兄姊一起再思「人權教育」

及「人權事工」的推動，以基督

的愛實際關懷台灣社會中人權無

法得到應有保障的弱勢族群，期

待台灣人權狀況能夠整體提升。

＊二、肢體關懷

1.恭喜本會會友林育安小姐與黃暐聖

先生訂於十二月11日(本週六)下午

3點整，在艋舺長老教會舉行結婚感

恩禮拜，歡迎蒞臨觀禮，願上帝賜

福新人。

2.恭喜本會會友林念億‧林佩蓉伉儷

於十一月30日喜獲麟兒，願上帝眷

顧新生兒及全家。

＊三、特別事工

「台灣音樂史上的新發現-高約拿的交

響詩(1947作)」講座

　時間：本主日下午1:00

　地點：本會九樓聯誼廳

　承辦：台灣意象樂集

　主講人：李婧慧（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傳統音樂學系教授）、

　　　　張惠妮（國立台北藝術大

　　　　學講師）

※歡迎兄姐參加！

四、聖誕讚美禮拜

　時間：十二月19日（日）上午10:30

　地點：十樓禮拜堂

　※歡迎兄姊邀請親朋好友、慕道友

　一起來同心敬拜，共享主愛！

五、平安夜‧聖誕樂

　時間：十二月24日（五）晚上7:30

　地點：十樓禮拜堂

　節目：雙連愛樂管弦樂團演奏、管

　　　風琴（魏佳玲老師）與雙連

　　　利未手鐘敬拜B團合奏、雙連

　　　OGS黑管團演奏、中國笛（陳

　　　光輝老師）與鋼琴（白若佳

　　　老師）合奏、管風琴（魏佳

　　　玲老師）與雙大提琴（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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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儒老師、張智惠老師）合

　　　奏，以及平安夜大合唱（由

　　　雙連兒童合唱團與雙連利未

　　　手鐘敬拜B團演唱及演奏）

※歡迎兄姊邀請親朋好友及慕道友一

起來聆賞聖誕樂，享受平安夜的真

平安！

六、小會問道理

　時間：十二月17日（五）晚上7:00

　地點：九樓各教室

　輪值長老：曾煥榮、胡清龍、

　　　　陳金泉、蘇茂仁、呂明雪、

　　　　顏珠令、劉建良、曾仁暉、

　　　　洪大川、阮福智

　※請欲參加十二月份之洗禮的兄姐

　，務必按照教會所安排的時間準

　時參加

七、聖餐主日

第一場禮拜（十二月5日）

　曾仁暉(召)、顏珠令、賴正聰、

　劉建良。

第二場禮拜（十二月12日）

　曾仁暉(召)、顏珠令、賴正聰、

　劉建良、洪大川、阮福智。

第三場禮拜（十二月5日）

　曾仁暉(召)、顏珠令、賴正聰、

　劉建良、洪大川、阮福智、蔡佩芳、

張美姬、曾煥榮、胡清龍、黃英霓、

賴昇亨、林神佑、李詩禮。

第四場禮拜（十二月12日）

　曾仁暉(召)、顏珠令、賴正聰、

　劉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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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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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

，可用上一季已完成的填充本到教

會九樓辦公室來換取或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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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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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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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週讀經進度12/05-12/12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十二月5～11日)

05日─陳至敏、林彤璇、鄭敦仁、

 蔡耀輝、胡素馨、黃明治、

 李秀娟

06日─劉秀綾、林友倫、林伯良、

 吳信昌、邱阿疋、李月香、

 謝玉青、蘇美春、趙育伶、

 洪志明、高旭亨、黃立芸

07日─林美芳、吳雪絹、林瑞清、

 陳品璇、陳惠玲

08日─姜林青、廖繼哲、連菁華、

 王美華、吳曉嫚、陳昫穎、

 徐偉凱、王贒德、楊凱絜、

 陳悅穎、游素貞

09日─潘妙玲、鄧以婷、王浩暉、

 林韋彤、張之睿、陳金龍、

 邱品瀚、張之瑋、官宸遠

10日─鄭文雄、王國隆、陳加樂、

 黃秋香、賴允立、林碧芳、

 劉恆春、雷侑蓁、高瑞隆

11日─徐雲鴻、林利雄、林天瑞、

 陳宇寰、張智惠、王彰德、

 林素妙、陳正和、李宸安、

 馮崑崴

二、兒少牧區

1.會考生家長分享座談會

　時間：十二月19日(主日)

　　　　下午12:30～2:30(提供午餐)

　地點：109號三樓

　對象：對此議題有興趣之考生、家長

　　　或服事同工

　探討內容：

　⑴當孩子有課業上成績的壓力時，父

　母會如何反應？

　⑵當孩子自暴自棄時，父母該如何陪

　伴？

　⑶如何幫助國九生在學業與信仰上併

　行追求？

　⑷對會考生的飲食與生活型態上的改

　變，過來人有什麼建議？

　⑸會考逼進，父母和孩子各自面臨的

　困境，彼此關係的進與退該如何拿

　捏？

　⑹如果夫妻對孩子的讀書態度出現不

　同調，該如何因應？

※報名：www.slpcym.org/pta

2.2022年第一季雙連品格籃球B隊

　對象：國小六年級～高中生

　日期：一月9、16；二月6、13、20、

　　　27；三月6、13、20、27，計

　　　十堂課。

　時間：下午1:00-2:30

　地點：新興國中四樓室內體育場

　費用：$1500/人

※報名：https://www.slpcym.org/

basketball-online-registration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啟示錄 19：5 路 3:1-6 

週一 約翰福音 10：1-10 詩 66-67 

週二 約翰福音 14：1-8 詩 68 

週三 約翰福音 14：9-14 詩 69-70 

週四 約翰福音 15：1-8 詩 71 

週五 約翰福音 15：9-15 詩 72 

週六 箴言 16：1-3 詩 73 

主日 腓立比書 2：5 路 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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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第一季雙連籃球A隊

　對象：大專生～社青

　日期：一月9、16；二月6、13、20、

　　　27；三月6、13、20、27，計

　　　十堂課。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新興國中四樓室內體育場

　費用：成人$800/人、學青$600/人、

　　　單次練習$200

　內容：十次練球、每月一次教練指導

　　　、每月一次友誼賽

※報名：https://www.slpcym.org/

slpcbasketball

※上述活動歡迎於上午9:00-下午5:30

　(週二五公休)親臨辦理繳費，上述如

　有任何疑問歡迎洽林幹事，謝謝。

4.雙連故事屋

　日期：十二月10日～一月7日

　　　　週三、五早上10：00～11：30

　對象：2～5歲

　費用：一期8堂課700元

　　　　單堂體驗$100。

　報名：即日開放報名，歡迎邀請鄰居

　　　　朋友來參加。線上報名https://

　　　　www.slpcym.org/storyhouse或

　　　　電洽25415390林幹事。

三、英語牧區消息

1.十二月12日(下主日)中午12:30於9樓

會議室舉行聖經研究工作坊，邀請

南神陳益慧牧師(Rev. Dr.Tan Yak-

hwee)主講。全程英語授課不需報名

。費用：免費。

2.十二月12日(下主日)下午2:30英語牧

區詩班(EM Choir)於7樓禮拜堂舉行

「Holidays Gathering Concert」聖

誕午間音樂會。歡迎兄姐參加，自由

入座。

§裝備委員會消息§
聽故事學聖經

　日期：2022年1月2日起，共12堂課

　時間：每主日9：00～10：00

　教室：109號202教室

　講師：康為恭、許雅玲、李弘喆

　簡介：用聖經故事串起整本聖經的架

　　　構，讓學員對聖經能有初步的

　　　認識。

　對象：新受洗的兄姊或慕道友及想複

　　　習聖經的弟兄姊妹。

　報名：洽李素芬幹事或線上

　　　報名。

§牛埔庄委員會消息§
＊牛埔庄特別講座

1.從公投議題探討台灣的未來

　講員：賴清德副總統

　時間：十二月9日(四)晚上7:00

　地點：十樓禮拜堂

　報名：25415390辦公室

2.[解密風暴與轉型正義：長老教會的 

　監控檔案及因應之道]

　日期：十二月11日(六)上午10:00

　地點：七樓禮拜堂

　　10:00～11:15

　　　黃克先教授(台大社會系教授)

　　　[從長老教會的監控檔案談起]

　　11:15～12:00　QA

　　12:00～13:00　簡餐招待 午休

　　13:00～13:30　

　　　[長老教會的因應之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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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南州牧師

　　　(玉山神學院退休教授)

　　13:30～14:00

　　　[長老教會的因應之道二]

　　　鄭仰恩牧師(台灣神學院教授)

　14:00～15:00　QA

※即日起報名洽辦公室許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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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連幼兒園消息§
十一月29日(一)～十二月1日(三)辦理

110-2學年度保留名額，亦招收新生，

歡迎雙連教會陪餐會友子女可於十一月

28日(日)～十二月12日(日)以電話至雙

連教會辦公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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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松年團契

　日期：十二月6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楊新造牧師

二、兄弟讀書會

　時間：十二月6日(一)晚上7:00

　地點：703教室

　閱讀書目：走路回家

三、婦女團契三星教會馬槽捐之旅	

　日期：十二月8曰（三）

　集合時間地點：上午8:00教會一樓

四、迦南團契聖誕餐會

　時間：十二月11日(六)11:00～14:00

　地點：12樓

　主題：歡慶與感恩分享

　節目：詩歌讚美、福朗明哥舞蹈表演

　　　、摸彩、新舊同工交接

五、椰子團契聖誕節慶祝活動

　日期：十二月12日（下主日）

1.上半場福音茶會

　時間：下午3:00～4:35

　地點：九樓聯誼廳

　備註：

　⑴下午2:40教會外一樓走廊開始報到。

　⑵需要透過小組長完成報名。

2.下半場劇團演出

　時間：下午4:50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演出單位：亞東劇團

　演出主題：愛的禮物

　備註：

　⑴免費自由入場，歡迎教會兄姊們邀

　請慕道友參加。

　⑵透過演出內容傳達耶穌誕生所帶來

　的好消息。

§教界消息§
一、台中中會豐原教會訂於本主日下午

3:00，舉行陳振商牧師就任宣教牧師

派駐石岡教會授職感恩禮拜，願上帝

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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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恆春基督教醫院訂於十二月11日

（本週六）下午2:00，在新醫療大樓

「許燦淵紀念醫療大樓」六樓舉辦感

恩落成禮拜，願上帝賜福。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聖誕節期人人渴慕主，認

識耶穌基督而有得救的盼望。

二、為台灣─聖誕節期各地教會興起發

光，主的百姓成為福音的使者。

三、為教會─主愛的大家庭，彼此扶持

、互相幫助，人人找到屬靈的伙伴。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主是園區堅固磐

石，長者、員工患難中即時的幫助。

五、為雙連幼兒園─彰顯神的榮耀，看

見神奇妙的作為在師生、員工中。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這裡有主

恩典記號，帶來喜樂、醫治與釋放。

七、為十二月26日洗禮者：

1.成人洗禮：

　姊妹：謝陳阿麵、林張雪美、劉瑞華、

        何雪霞。

  弟兄：李水發、郭允翼。

2.小兒洗禮：

  吳恩美、吳恩霖、林以誠。

3.信仰告白：

  姊妹：陳榆婷、郭良芳。

  弟兄：張勝羽。

4.轉籍：

  成人

  姊妹：李雅玲、潘言箴、駱主佳。

  弟兄：羅聖泰、唐瀛宏、吳致暉。

  小兒

  羅世恩、羅偉恩。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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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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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俊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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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台語羅馬字班 週六 9:00~12:00 陳金泉老師等 八樓 803、804 教室 

 

§主日聚會人數§

  

 

 
第一場禮拜(台語) 88 人 4720 元  
第二場禮拜(華語) 188 人 5031 元  
第三場禮拜(台語) 441 人 29717 元  
第四場禮拜(英語) 81 人 2247 元  

小 計 798 人 41715 元  
福利園區禮拜 140 人 7430 元 

 
 

兒童主日學 94 人 4158 元  
成人主日學 67 人   
EM 兒童俱樂部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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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十二月 5 日（日）  19:00 牛埔庄特別講座   （10樓禮拜堂）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十二月 10 日（五）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09:30 詩篇(2)查經班      （803 室）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0:00 提多小組           （703 室） 
10:00 聖餐前小會        （靈修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2:30 日文班             （807 室）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4:10 日文班             （807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9:00 EM 小組            （801 室）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9:30 申命記查經班       （803 室）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19:30 聖歌隊        （10 樓禮拜堂）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十二月 11 日（六）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09:00 台語文羅馬字班        （807室） 
12:00 恩惠小組           （703 室）  09:30 愛樂管弦樂團       （805 室） 
12:00 愛網新朋友接待同工聚會（801室）  10:00 牛埔庄特別講座    （7樓禮拜堂） 
12:00 迦南詩班           （802 室）  10:00 永康小組             （1101室）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803 室）  10:30 客語團契           （803 室） 
12:00 聖歌隊BASS(804、10樓禮拜堂）  11:00 迦南團契            （12 樓）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6 室）  12:00 大專慶聖誕     （109-1-3 樓） 
12:00 葡萄樹 A、B、C組  13:00 客語團契詩班      （聯誼廳） 

    (七樓圖書室、109-205、807室)  13:30 五～六年級作文班   （702 室）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3:30 四年級作文班       （703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14:30 活水 A 組           （802 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5:30 七年級以上作文班   （702 室） 
13:00 音樂講座          （聯誼廳）  15:30 二～三年級作文班   （703 室） 
十二月 6 日（一）  17:00 男聲合唱團         （805 室） 
09:30 松年團契       （7樓禮拜堂）  十二月 12 日（日）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12:30 日文班             （801 室）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13:00 迦南團契小組        （12 樓）  09:00 迦南詩班           （806 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8:00 中山小組       （7樓交誼廳）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9:00 兄弟讀書會         （703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9:00 管風琴進階班   （7樓禮拜堂）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9:00 米利安敬拜團  （10 樓禮拜堂）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十二月 7 日（二）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09:00 AA OPEN 小組       （1101 室）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12 樓）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1 室）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北區大小家長聚會   （802 室）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803 室） 
19:30 靈命塑造課程      （聯誼廳）  12:00 兒主教師 B 組       （804 室） 
十二月 8 日（三）  12:00 聖歌隊    （806室、10樓禮拜堂）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 A、B、C組 
13:00 社區合唱班       （109-1 樓）   (七樓圖書室、109-205、807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8:00 國高中聖誕敬拜彩排(109號3樓)  12:30 EM 查經班          （會議室） 
19:30 天母小組      （702、703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3:00 EM 詩班(702、703、7 樓禮拜堂) 
十二月 9 日（四）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室）  13:00 椰子團契          （聯誼廳） 
13:45 社區婦女班     （聯誼廳）  13:00 國高中聖誕彩排      （12 樓）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3:30 加利利 1組   （10 樓貴賓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10 樓禮拜堂）  15:30 椰子團契     （10 樓禮拜堂） 
14:00 迦南團契小組        （12 樓）     
故事屋：每週三、五上午10:00（109號一樓）；主日上午10:00（九樓聯誼廳） 

Ｋ書中心：每週一～五 18:00～21:00、週六 9:00～21:00（109 號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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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加略人猶大(二)
聖經：約翰福音十二章1～8節

加略人猶大(三)～本性

本性(二)～													：

　一、調整野心，成為            ：

　　聖經：「把所籌劃的事交託上主，你就能夠成功。」（箴十六3）

　二、順服耶穌，更新            ：

本性(三)～												：

　一、質疑女子獻香膏：

　　當馬利亞把香油倒在耶穌頭上，猶大馬上「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 三十兩 銀

子賙濟貧人」(約十二5)

　二、假意詢問誰賣主：

　三、隱藏之事必揭露：

　　耶穌說：「你們要提防法利賽人的酵母，就是他們的偽善。一切隱藏的事都會

被揭發；秘密的事也會被洩露。因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話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

聽到；你們在密室中的耳語也會在屋頂上給宣佈出來。」」（路十二1-3）

　四、誠實以對是上策：

本性(四)～												

　　聖經說：「你們應該把我們看作是基督的僕人，受命作上帝之奧祕的管家。主

人對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忠心。」（林前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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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略人猶大(四)～結局

　一、後悔卻沒有              ：

　　聖經：「出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被定罪，後悔了，就把三十塊銀幣拿去還給

祭司長和長老，說：「我犯了罪，出賣了無辜者的命！」他們回答：「那是你自己

的事，跟我們有甚麼關係？」猶大把錢丟在聖殿裏，走出去，上吊自殺。」（太廿

七3-5）

二、失敗卻永遠              ：

裝備課程表（DISCIPLESHIP）

有※記號為新課程，請向李素芬幹事報名。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教  師 教 室 
上週 
人數 

聖經 
課程 

約翰福音 
主日 

9:00～10:00 
黃英霓、林久恩 806 38 

新眼光讀經分享 
主日 

9:00～10:00 
林神佑、蔡佩芳 

黃奉銘牧師 
701 6 

台語讀經 
週二 

19:00～21:00 
楊新造牧師、林宜靜 802 7 

聽故事學聖經 
主日 

9:00～10:00 
康為恭、許雅玲 

李弘喆 
109 號 

202 

111/1/2

開課 

查經 
課程 

英語查經 
主日 

9:00～10:00 
Peter Jackson Barban 802 5 

語言 
課程 

台語文 
新約羅馬字版、啟應文導讀 

主日 
9:00～10:00 

陳金泉 1101 6 

信徒 
課程 

洗禮造就 
主日 

9:00～10:00 

梁牧師 
10/10、10/17、11/7、
11/14、11/21、11/28， 
共六堂課，12/26 洗禮 

九樓 
會議室 

5 

生活 
課程 

尋找生命的地標 
主日 

9:00～10:00 

盧功勳、胡瑞芝 
10/3, 10/24, 10/31, 12/5, 

12/19, 12/26 
共 6 堂課 

801 
本主日 
上課 

                   合   計 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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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時   間 地  點 

 成人牧區慶聖誕 
感恩節至 

聖誕、歲末 

由各小組、團契 

自行舉辦 

12/11 (六) 
＊兒少牧區慶聖誕 

 （大專組） 
17:00-21:30 109 號 1-3 樓 

12/12 (日) 兒童主日學馬槽捐 10:00-12:00 
(國小組)803、804 室 

(幼兒組)9 樓聯誼廳 

12/12 (日) 
英語牧區 

聖誕午間音樂會 
14:30-16:00 七樓禮拜堂 

12/18 (六) ＊盲朋友慶聖誕 09:00-12:00 十樓禮拜堂 

12/18 (六) 
＊兒少牧區慶聖誕 

 （國、高中） 
14:00-16:30 十二樓禮拜堂 

12/18 (六) ＊英語牧區聖誕晚會 18:30-21:00 七樓禮拜堂 

12/19 (日) 聖誕讚美禮拜 10:30-12:00 十樓禮拜堂 

12/19 (日) 英語牧區聖誕禮拜 11:00-12:30 七樓禮拜堂 

12/19 (日) 兒童主日學慶聖誕 10:00-12:00 
(國小組)803、804 室 

(幼兒組)9 樓聯誼廳 

12/24 (五) 平安夜 ‧ 聖誕樂 19:30-21:00 十樓禮拜堂 

 

加註*號的節目，均需事先報名，報名請洽教會辦公室，謝謝兄姊的配合！ 

歡迎兄姊共同來邀請親朋好友參加，共享主愛！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2021 雙連教會聖誕節 

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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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佈 置

聖 誕 佈 置

Peggy Chung

Pastor Michael Lu

盲朋友引導：一樓：林靖諭、周欣樺、王弘裕。 十樓：蔡牧祈。

一樓：王青柳、呂淑齡執事。　　　　 十樓：張美姬、胡清龍長老。

愛

招待

網

聖　歌　隊

葉翠麗執事

花婕芸姊妹

第三場翻譯：中文－陳惠美、英文－陳素英、日文－吳大衛

鄭敦仁、鄧明斌執事
青年:陳宜倩、陳穎川

魏佳玲姊妹 魏佳玲姊妹

阮福智長老

蔡政道牧師 蔡政道牧師蔡政道牧師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鄭敦仁執事
鄧明斌執事

鄭敦仁執事
鄧明斌執事

陳金泉長老葉翠麗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花

洪懿萱執事
(召)

Jennifer Eh

Together敬拜團

EM Choir

Kevin Koay 

Rev. Dr. Tan Yak-hwee 

迦 南 詩 班

Gwyneth Lin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盲朋友引導：一樓：賴昱任、吳亭頤、王弘洋。 十樓：陳宥彤。

一樓：吳璟照、趙秀虹執事。　　　　 十樓：曾煥榮、陳金泉長老。

愛

招待

網

鄧明斌執事

李則賢弟兄

第三場翻譯：中文－王花容、英文－林慧琳、日文－許麗珍

葉翠麗、邱培慎執事
呂淑齡、吳璟照執事

徐佳郁姊妹 徐佳郁姊妹

林神佑長老

彭榮道牧師 彭榮道牧師彭榮道牧師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葉翠麗執事
王青柳執事

葉翠麗執事
王青柳執事

黃英霓長老鄧明斌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花

邱培慎執事
(召)

777敬拜團

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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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0)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65  103  590 
主日第三場 

(台語)  283  120  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