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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待降節第三主日

退休傳道師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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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請來，請來，以馬內利....................(三)迦 南 詩 班

宣　　召.... 以賽亞書九章6節............................ 司　會　者

聖　　詩.... 82首「當聽天使在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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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篇（聖詩後面第53頁）..................... 會　　　眾

讚　　美.... 救主，我思念 的時..................... (一)蔡政道牧師

　　　　.... 堅定不移的愛............................(三)迦 南 詩 班

聖　　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6～22節(現318頁，台235頁)...司　會　者

信　　息.... 【以喜樂的心迎接主】.......................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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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86首「至聖嬰仔，謙卑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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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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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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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詩.... 514首「今要散會求主賜福」..................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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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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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後，邀請新朋友到十樓貴賓室讓愛網同工歡迎您～

主禮者：彭榮道牧師
司會者：鄧明斌執事
司琴者：賴心茹姊妹

上午7:30(一)

十樓禮拜堂

(三)上午10: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彭榮道牧師
司會者：黃英霓長老
司琴者：徐佳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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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聖餐主日
待降節第三主日

退休傳道師奉獻主日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Rev..Dr.Tan.Yak-hwee

司　會：Kevin.Koay

司　琴：Gwyneth.Lin

聖　經：Zephaniah.3:14-3:20;.Luke.3:7-18

讀經者：Kevin.Koay

講　題：『	Advent	Joy.	Seek	the	LORD	』

第二場(華語)禮拜
聖餐主日

待降節第三主日
退休傳道師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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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777敬拜團

聖　　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6～22節(現318頁)......... 司　會　者

信　　息.... 【以喜樂的心迎接主】.......................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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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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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蔡政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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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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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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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後，邀請新朋友到十樓貴賓室讓愛網同工歡迎您～

主禮者：彭榮道牧師

司會者：鄧明斌執事

上午9:00

十樓禮拜堂

領　詩：777敬拜團

司琴者：李則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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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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為待降節第三主日，點燃第

三根紫色蠟燭代表「喜樂」，讓

我們再一次因為經歷主耶穌基督

為我們而降生，讓我們從罪惡中

得著赦免、釋放與真自由，享受

真正的喜樂。（本年度的聖誕節

慶活動刊登於週報內第15頁，請

大家一起關心、代禱，並邀請慕

道友參加！）

＊3.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退休傳道師

奉獻主日」，呼籲兄姊更多支持

總會傳福會關顧在職與退休牧者

夫婦，以及牧者重病、急難救助

等各項事工，以實際的行動來陪

伴、疼惜我們的牧者。

＊二、肢體關懷

　本會會友朱謝緩鄉姊妹(朱世輝弟兄

之母)於十二月5日安息主懷，訂於

十二月28日(二)上午10：30在台北

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樓3樓至美1廳

舉行入殮告別禮拜，請兄姊關心、

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

＊三、聖誕讚美禮拜

　時間：十二月19日(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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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安夜‧聖誕樂

　時間：十二月24日(下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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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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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會問道理

　時間：十二月17日(本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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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珠令、

　　　　劉建良、曾仁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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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六、聖餐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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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場禮拜（十二月12日）

　曾仁暉(召)、顏珠令、賴正聰、

　劉建良。

＊七、新生命餐會

　日期：十二月26日(主日)中午12:00

　地點：九樓聯誼廳

　內容：愛宴、見證與祝福

　對象：歡迎此次受洗之弟兄姊妹邀

　　　請親友出席餐會。

※請於十二月19日(主日)前向潘虹伃

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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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鼓勵參加實體禮拜的兄姊能掃描十樓

走廊所張貼的週報電子檔QR CODE，

節能減碳一起做環保。但如果需要講

道大綱填空表者，可於十樓走廊桌上

索取。

九、讀經運動

本週讀經進度12/12-12/19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十二月12～18日)

12日─鄭雪姬、王昭貹、洪雪玉、

 施慎芳、廖采瑾、洪雅祺、

 陳惠美、邱士娟、林神佑、

 鄭林千惠

13日─姚王昌、鄺又曦、鄭秀月、

 黃薔、林素安、李彥䝷、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腓立比書 2：5 路 3:7-18 

週一 馬可福音 8：1-9 詩 74 

週二 撒迦利亞書 7：8-14 詩 75 

週三 彌迦書 6：6-8 詩 76 

週四 腓立比書 2：1-5 詩 77 

週五 詩篇 67：1-7 詩 78 

週六 詩篇 112：1-4 詩 79 

主日 箴言 21：31 路 1: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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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招美、陳相如、俞佳秀、

 陳辛群

14日─林佩郁、張美惠、蘇明仁、

 趙石西、黃正芬、張貴美、

 劉郁茗

15日─張育嘉、劉純珍、彭金枝、

 杜德昌、廖顯明、吳祐暄、

 李漢祥、陳季汝、許美鳳

16日─張宏原、陳俊龍、陳玫蓁、

 陳宥蓁、廖淑芳、王淑卿

17日─張淑女、林靖諭、謝聖芬、

 邱順和、蔡雅芳、簡寶傑、

 林淑志、林純婉、林佳欣

18日─邱德隆、洪于芳、林何佩敏、

 祿筱薇、莊嘉瑋、陳秀靜、

 黃彥霖、陳定韋

二、兒少牧區

1.會考生家長分享座談會

　時間：十二月19日(下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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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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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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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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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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下午2:30英

語牧區詩班(EM C h o i r)於7樓禮

拜堂舉行「Holidays Gathering 

Concert」聖誕午間音樂會。表演

者：EM Choir．EM Kids Club、

蔡政道牧師、雅歌樂集、佐藤邦

子…等多位音樂家。歡迎大家參

加，自由入座。

　3.為幫助街友冬日禦寒，英語牧區

無家者事工發起愛心衣物募集活

動，歡迎兄姐捐贈「已清潔」二

手長褲、長袖毛衣與外套(請勿

捐贈兒童衣物)與街友們分享溫暖

與祝福。募集自即日起至2022年

一月9日止。細節請洽：曹姐妹

(yulingtsao@gmail.com)或牧區

幹事潘虹伃。

§裝備委員會消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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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係佈道課程  

⑴週二早上、晚上各開1班

　日期：一月4、11日

　時間：早上10：00～11：30

　　　　晚上19：30～21：00

⑵週四下午

　日期：一月6、13日

　時間：14：00～15：30

　教室：七樓禮拜堂

　講師：牧師團

　簡介：如果你已經是基督徒，你最愛 

　　的人還沒信主，你願意為他

　　而學習如何傳福音嗎?

　　　　透過兩週學習，人與人關係友

　　誼式的佈道方式，操練傳福

　　音步驟、享受為主得人的喜

　　樂。

　備註：歡迎已受洗者報名參加，只要

　　選擇一個時段報名即可，即

　　日起至一月2(日)截止，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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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幹事素芬報名，或線上

　　報名，以便預備教材。

§禱告會消息§
中保代禱事工

1.2022年中保代禱同工招募

　時間：十二月26日(日)12：00

　地點：九樓會議室

　中保代禱事工邀請您成為明年的代禱者

，如果您對於禱告有負擔，也願意每

週至少一小時，固定的時間到教會禱

告。我們將於十二月26日(日)禮拜結束

後，有一個中保代禱的課程說明。

　※請向謝瑩瑩幹事報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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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社委員會消息§
1.松年大學訂於十二月14日(本週二)上

午9:30舉行畢業/結業感恩禮拜，禮

拜後有音樂會(愛的禮物)，結束後校

方贈送每位同學一份禮物。

2.十二月18日(六)上午9:15盲朋友聯誼

會於十樓舉辦盲朋友慶祝聖誕節感恩

禮拜暨聖誕歡慶活動，並於活動中頒

發盲友子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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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陳家聲長老

二、椰子團契聖誕節慶祝活動

　日期：十二月12日（本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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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雞啼團契歡慶聖誕暨年終餐敘

　時間：十二月19日(下主日)中午12:00

　地點：海霸王721室

　※請契友各自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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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在這聖誕節期中人人渴慕

主恩，主的喜樂、平安充滿全地。

二、為台灣─主的平安在百姓心中，各

地教會興起發光，福音傳遍全台。

三、為教會─聖誕節各項事工彰顯神的

榮耀，領人歸主、快跑跟隨基督。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彰顯神榮耀的園

區，處處有溫馨，恩典滿滿在其中。

五、為雙連幼兒園─園兒與老師有好的

互動，吸收新知、樂在學習中。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宣揚主名

見證主恩、共享主愛使全人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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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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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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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台語讀經 
週二 

19:00～21:00 
楊新造牧師、林宜靜 8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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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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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信徒 
課程 

＊關係佈道 

週二 
10:00～11:30 牧師團 

1/4、1/11，共 2 堂課 七樓 
禮拜堂 

111/1/4

開課 週二 
19:30～21:00 

週四 
14:00～15:30 

牧師團 
1/6、1/13，共 2 堂課 

111/1/6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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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合   計 7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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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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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十二月 12 日（日）  14:00 日文班             （801 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7 樓禮拜堂）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14:00 迦南團契小組        （12 樓） 
09:00 迦南詩班           （806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9:30 呂底亞小組         （703 室）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十二月 17 日（五）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09:30 詩篇(2)查經班      （803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2:30 日文班             （807 室）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14:10 日文班             （807 室）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18:00 國高中聖誕總綵排    （12 樓）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19:00 樂福小組           （801 室）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1 室）  19:00 小會問道理     （9 樓各教室） 
12:00 北區大小家長聚會   （802 室）  19:30 申命記查經班       （803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803 室）  19:30 聖歌隊        （10 樓禮拜堂） 
12:00 兒主教師 B 組       （804 室）  十二月 18 日（六） 
12:00 聖歌隊 （806 室、10 樓禮拜堂）  09:00 盲朋友慶聖誕  （10 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 A、B、C組  09:30 愛樂管弦樂團       （805 室） 

 (七樓圖書室、109-205、807室)  10:30 客語團契       （7 樓禮拜堂）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3:30 五～六年級作文班   （702 室） 
12:30 EM 查經班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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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兒少牧區慶聖誕      （12 樓） 

    (702、703、7 樓禮拜堂)  14:30 活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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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團契          （聯誼廳）  15:30 二～三年級作文班   （703 室） 
13:00 國高中聖誕綵排      （12 樓）  17:00 男聲合唱團         （805 室) 
13:30 加利利 1組    （10 樓貴賓室）  18:30 英語牧區聖誕晚會(7樓禮拜堂) 
15:30 椰子團契      （10 樓禮拜堂）  十二月 19 日（日） 
十二月 13 日（一）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09:30 松年團契       （7樓禮拜堂）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10:00 但以理小組         （802 室）  09:45 小會問道理        （會議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2:30 中山長青小組       （702 室）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2:30 日文班             （801 室）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4:00 迦南團契小組        （12 樓）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19:00 管風琴進階班   （7樓禮拜堂）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19:00 米利安敬拜團  （10 樓禮拜堂）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十二月 14 日（二）  12:00 恩惠小組           （703 室） 
09:00 AA OPEN            (1101室)   12:00 迦南詩班           （802 室）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12 樓）  12:00 數位發展委員會     （803 室） 
13:40 馨香合唱團          （12 樓）  12:00 圓山小組           （804 室）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葡萄樹 A、B、C組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七樓圖書室、109-205、807室) 
19:30 靈命塑造課程      （聯誼廳）  12:00 南區同工會        （會議室） 
十二月 15 日（三）  12:00 利未手鐘敬拜B團（10樓禮拜堂）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1101室） 
13:00 社區合唱班       （109-1 樓）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2:30 會考生家長分享會  （109-3樓） 
十二月 16 日（四）  13:00 EM 詩班   （702、7 樓禮拜堂）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3:45 社區婦女班     （聯誼廳）  15:00 呂底亞小組         （7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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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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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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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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以喜樂的心迎接主
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6～22節

(一)要辨別快樂和喜樂的不同： 

(二)求聖靈啟示不喜樂的原因： 

　　（詩16：4a）「追逐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增加」

　　（帖前5：16～17）「16 要常常喜樂， 17 常常禱告」

(三)操練感謝的人生觀和習慣：

　　（帖前5：18）「在任何環境中都要感謝。這是上帝為你們這些屬於基督耶穌

的人所定的旨意。」

　　（詩16：8）「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致動搖。」

(四)修剪預備自己等候主再臨： 

　　（帖前5：21～23）「21 要詳細察驗每一件事，持守那美善的， 22 棄絕一切

邪惡。 23 願那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聖潔！願他保守你們的靈、魂、體，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

結語:

　　神揀選我們不是來受祂懲罰，是要成為祂所愛的，並且活出祂的樣式，去善待

別人，宣揚耶穌基督拯救的福音，以喜樂的心預備祂的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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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佈 置

EM Choir

Kevin Koay 

Rev. Dr. Tan Yak-hwee 

迦 南 詩 班

Gwyneth Lin

一樓：吳璟照、趙秀虹執事。　　　　 十樓：曾煥榮、陳金泉長老。

鄧明斌執事

李則賢弟兄

葉翠麗、邱培慎執事
呂淑齡、吳璟照執事

賴心茹姊妹 徐佳郁姊妹

蔡政道牧師

彭榮道牧師 彭榮道牧師彭榮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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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培慎執事
(召)

777敬拜團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陳金泉。 
第二、三場：    
  曹白雲、吳則慶、蘇美旭、張儷馨、游玉玲、陳麗娟。彭恩佳、劉書雅。 
盲朋友引導：
一樓：謝侑倪、劉承晏、宋敬宇。 　十樓：林印真。

Jennifer Eh

Rev. Lian Chin-Siong

Gwyneth Lin

OGS黑管團 聖　歌　隊

聖 誕 佈 置

陳淑華姊妹 黃昭熒姊妹

蔡政道牧師 蔡政道牧師蔡政道牧師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鄧明斌、呂淑齡執事
青年:彭恩佳、劉書雅

鄧明斌執事
呂淑齡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林慧琳、英文－陳侃倫、日文－黃顯程

鄧明斌執事
呂淑齡執事

一樓：盧功勳、許雅玲執事。　　　　 十樓：黃英霓、賴昇亨長老。

賴昇亨長老俞佳秀姊妹王青柳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黃振輝執事
(召)

米利安敬拜團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洪玉好。 
第二、三場：    
  劉恆春、李汪政、張美姬、張淑女、呂佳容、鄭雪姬。李友仁、張詒祥。
盲朋友引導：
一樓：賴昱任、吳亭頤、王弘洋。　 十樓：陳宥彤。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第三場翻譯：中文－王花容、英文－林慧琳、日文－許麗珍

魏 佳 玲 姊 妹
利未手鐘敬拜B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