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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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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篇五十七篇9～11節........................ 司　會　者

聖　　詩.... 33首「向耶和華來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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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篇（聖詩後面第16頁）..................... 會　　　眾

讚　　美.... Seek.Ye.First......................... 利未手鐘敬拜B團

聖　　經.... 羅馬書十二章1～2節(現247頁，台182頁)........ 司　會　者

信　　息.... 【獻身為活祭】.............................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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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06首B「我的生命獻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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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　　榮.... 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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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7: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呂淑齡執事
司琴者：邱文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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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Pastor.Michael.Lu

司　會：Beth.Hu.and.the.EM.Praise.Team

司　琴：Arthur.Chang

聖　經：Jonah.3:1-4,.10

讀經者：Beth.Hu

講　題：『	People	of	the	Second	Chance	』

第二場(華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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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十二章1～2節(現247頁)................. 司　會　者

信　　息.... 【獻身為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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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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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呂淑齡執事

上午9:00

十樓禮拜堂

領　詩：Together敬拜團

司琴者:黃 悅 家 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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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台語)禮拜
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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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萬民啊，恁著謳咾........................... 男聲合唱團

宣　　召.... 詩篇五十七篇9～11節........................ 司　會　者

聖　　詩.... 33首「向耶和華來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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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篇（聖詩後面第16頁）.....................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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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迎接聖主入咱心............................. 男聲合唱團

聖　　經.... 羅馬書十二章1～2節(現247頁，台182頁)........ 司　會　者

信　　息.... 【獻身為活祭】.............................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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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212首「咱人既然帶罪出世」.................. 會　　　眾

聖禮典(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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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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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　　榮.... 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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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阮福智長老
司琴者：郭憶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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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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楊新造牧師陪同西羅亞詩班外

出至桃園慈光教會詩歌見證分享。

二、洗禮入會

　經小會問道理接納下列兄姊在本主

日第三場禮拜中受洗及信仰告白後

，成為本會會員，歡迎他們。

⑴成人洗禮（共5位）

【姊妹】林張雪美、謝陳阿麵、

　　　　何雪霞。

【弟兄】李水發、郭允翼。

⑵小兒洗禮（共3位）

　林以誠

　（男‧父：林沐恩、母：蘇慧貞）

　吳恩霖（男）、吳恩美（女）

　（父：吳易軒、母：吳妮蓁）

⑶信仰告白（共3位）

【姊妹】陳榆婷、郭良芳。

【弟兄】張勝羽。

　備註：

　1.為維持儀典進行中的莊嚴與秩序，

教會已安排同工負責照相，並會

於近期將照片QR CODE提供給每一

位受洗者，請親朋好友勿至台前

拍照，並於禮拜結束後再獻花或

送禮。

　2.禮拜後請所有受洗者留步合照，再

依週報名單順序與親朋好友拍照。

　3.照相後，歡迎所有受洗者及親朋好

友中午12:00至九樓會議室參加新

生命餐會。

三、轉籍入會

　本主日經小會接納吳致暉弟兄、唐

瀛宏弟兄、潘言箴姊妹、駱主佳姊妹

，以及羅聖泰弟兄、李雅玲姊妹、羅

世恩小朋友、羅偉恩小朋友全家會籍

轉入，成為本會會員，歡迎他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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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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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歲末感恩禱告會

　時間：十二月31日（本週五）

　　　　晚上7：30～8：30 

　地點：十樓禮拜堂

　內容：敬拜讚美、禱告、歲末感恩

　※歡迎所有會友踴躍參加！

＊六、任職者就任式

　本會訂於二○二二年一月2日(下主

日)第三場禮拜中舉行「任職者就任

式」，請新任長執、各委員會信徒

委員、各團契、詩班、敬拜團新任

同工，以及牧區小組長、小家長務

必保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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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別事工

　本會謹訂於二○二二年一月九日

（主日）下午3:00，在十樓禮拜堂

舉行「伍烱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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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總務委員會消息

　2021年度教會關帳日為2021年12

月31日，請各團契、詩班、小組於

2022年1月9日前將2021年行事曆及

財務、奉獻明細、講師領款明細交

與九樓行政中心許昭萍。

九、徵聘「數位幹事」乙名

　工作內容包含：

1.執行「數位發展委員會工作目標」

，並對教會內進行溝通與委外廠商

進行工作協調。

2.熟悉教會流程及數位化需求並能與

各事業單位緊密溝通，執行數位轉

型的工作。

3.積極學習新知，主動了解相關數位工

具，進而提出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以上若有興趣，歡迎將履歷提供至

雙連教會九樓辦公室郭怡薰幹事。

十、開會通知

　為配合二○二一年度決算的審核，

二○二二年一月份定期長執會及小

會擇期於二○二二年一月16日(日）

中午12:00在九樓會議室召開，請長

執留意時間參加。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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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讀經運動

＊1.2022年讀經進度表已放置在十樓 

　走廊桌上歡迎自行索取。

　2.2022年1-3月新眼光讀經本已放置

　在十樓走廊桌上，歡迎自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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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換取或購買2022年1-3月《聖經

　充滿我》經文填充本者，請到教會

　九樓洽李素芬幹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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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週讀經進度12/26-1/2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十二月26日～一月1日)

26日─江悅君、鄭舒方、鄭景仁、

 張宏輝、鄞貞智、洪廷芳、

 高美令、黃綉倪

27日─楊承暉、謝杰叡、陳皇安、

 孫長奕、林獻都

28日─林櫻玉、張恩雨、徐至貝、

 黃彥霖、王韻婷、洪暐曄

29日─黃喜枝、陳睦杰、邱腓力、

 何慧珍、許菀洳、蔡哲仁、

 李晏渟、鄭朝雄

30日─朱睿哲、鍾雪華、鄭美蘭、

 陳慧美、林碧花、彭淑妮、

 歐惠格、黃明付、高香蘭、

 聞靜、任尚崇、王張瓊仙、

 許多、王子亮、林宥吾

31日─李健豐、楊瓊慧、林宸歆、

 李碧蕙

01日─陳叡明、曾彥淳、張淑貞、

 郭光雄、張西庚、鄭敏熙、

 蔡麗芬、楊恩慈、王崇翰、

 周軒葰、曾淑瑜、范家禎、

 林如松、馮崑崙、鄭永旺、

 謝忠昇、孫浩維、郭忠禎

二、兒少牧區

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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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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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馬太福音 4：19 詩 84 

週一 馬太福音 4：18-25 詩 85 

週二 詩篇 103：17-22 詩 86 

週三 箴言 8：1-10 詩 87 

週四 箴言 8：11-21 詩 88 

週五 箴言 8：22-31 詩 89 

週六 箴言 8：32-36 詩 90 

主日 箴言 3：5 詩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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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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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2年寒假籃球營

　營會時間：一月24～26日(週一～三)

　　　　　早上8:30～下午4:30

　報名截止日：一月16日(日)或

　　　　　　　額滿(50人)為止

　對象：國小六年級～高中三年級

　費用：1,500元/人

　報名：https://www.slpcym.org/

winter-break-basketball-camp

※上述活動地點皆在新興國中四樓室內

籃球場，如有任何疑問歡迎電洽林幹

事，謝謝。

三、英語牧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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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幹事素芬報名，或線上

　　報名，以便預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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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可不知的一堂課

　日期：一月3、10、17、24日(4堂課)

　時間：每週一19：00～21：00

　老師：劉建良長老

　教室：八樓806室

　內容：

　⑴信耶穌，那其他我曾經向他們許過

願、發過誓的神明和神主牌，怎

麼辦？

　⑵祭拜過的東西我可以吃嗎？可以為

家人準備祭拜的物品嗎？

　⑶信耶穌以後，在民間信仰的喪禮中

要如何參與和表達致哀呢？

　報名：洽李素芬幹事或線上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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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12：00

　地點：8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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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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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消息§
＊2021歲末溫馨年菜送到家活動

　年夜飯、圍爐、再熟悉不過的新年景

象…卻是經濟弱勢、家庭功能失調或地

處偏遠、兒女無力照顧的獨居者難以達

成的心願。期盼邀請您在年節前，以支

持一份年菜組合的方式，帶給弱勢家庭

及長輩滿滿的祝福與關愛。

★社福基金會固定每週一至週五送上當

天現煮營養均衡的便當，讓長者獲得健

康，也會將您的愛心年菜，確實送達他

們手中！今年計畫關懷家戶數：123戶，

每戶1份7菜年菜組。

※經費需求：123,000元

　每組年菜1,000元，不限捐款金額。

※現金捐款請洽教會辦公室許昭萍主任

或電洽基金會黃世瑩小姐(電話02-

8521-7872分機320)。

※活動至2022年1月30日截止。

※超額捐款部分，將轉作年度獨居老人

　送餐服務使用。

§團契消息§
松年團契

　日期：十二月27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陳素英老師

§教界消息§
一、七星中會南園教會訂於本主日下午

3:00，在台北和平教會舉行昇格堂會

暨牧師李俊佑就任第一任牧師感恩禮

拜，願上帝賜福。

線
上
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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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中中會愛蘭教會訂於本主日下午

3:00，在埔里基督教醫院七樓921紀

念堂舉行設教150週年感恩禮拜，願

上帝賜福。

三、社團法人台灣基督精兵協會訂於二

○二二年二月19日（六）上午9:00～

12:00，在大稻埕長老教會舉行會員

大會～緬甸就在家門口，歡行兄姐參

加，報名至二○二二年一月7日止，

線上表單：https://tinyurl.com/

TCCP2022。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眾教會儆醒禱告，尋求神

心意，明白己任，得著實踐的力量。

二、為台灣─主真理之光照耀全台，公

義、和平彰顯其中，喜樂充滿全地。 

三、為教會─雙連人潔淨口舌、離惡行

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福音種籽在此發

芽茁壯，長者、員工有活潑的生命。

五、為雙連幼兒園─師生領受神豐盛的

恩典，見證主榮耀的同在。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有熱誠的

接待與服務，使人得著幫助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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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枝梅姐妹、盧錦芳姐妹、

　林蕙君姐妹。



－15－

§洗禮見證§
何雪霞

　　10年前參加讀書會，每次上課前播放詩歌，歌曲動聽，不知不覺融入基督氛

圍，數年來以《慕道友》身份了解到耶穌是基督徒的救主，當我們無助時可透過禱

告向耶穌祈求拯救、幫助、醫治甚至幫別人代禱。

　　這段期間學習向主禱告，都有應許，神的恩典滿滿讓我心裏得著豐盛。

　　感謝上帝與我同在，決定12月26日成為神的兒女。

李水發

　　在2020年8月23號我在家中因心肌梗塞被救護車送到馬偕急診，等我清醒稍有

意識時是在馬偕的加護病房。我依稀記得兒子曾在我耳邊輕聲的對我說〝爸爸，你

的心臟裝了支架，手術很順利，會有很好的治療，你不要擔心。〞

　　我今年87歲，一直是一個隨遇而安，凡事輕鬆面對的人。也許這樣的個性養成

是因為在我5歲時母親就因病去世，父親因工作常要出差，沒什麼時間照管我們。

從小就是跟著阿嬤，2個哥哥，2個姊姊快樂的成長。少了大人們嚴厲的管教，反而

造就了我獨立自主，從小到大無論面對什麼困難，總是瀟洒應對，樂觀看待各樣的

事。到了老年，雖然有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一直以來也沒生過什麼大病住

院，更未曾待過加護病房。

　　這次急診後、在加護病房練習拔掉呼吸器是個讓人很容易灰心喪志的過程。我

經歷好幾次自主呼吸練習失敗，意識偶有昏迷，感染，肺積水，心律不整，腎功能

衰竭…，各式各樣的狀況。有幾次好像就要可以轉到一般病房，就又突然病情變嚴

重，必須留在加護病房。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瀟灑不起來。我每天最盼望

的就是早，晚各一次的探病時間。在加護病房的38天，每天2次我家中都會有人來

看我，我的姪女姪女婿、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孫子、孫女都輪流來看我、雙

連教會的小組也每天替我禱告。我的內心真的非常感動。我太太是基督徒，在家人

來訪時，她會和我視訊，為我禱告、唱詩歌給我聽。

　　由於我戴呼吸器無法說話、所以我都是透過在白紙上寫字來溝通。我記得有二

次家人來到來看我時、我在白紙上寫「上帝愛我、我也愛祂」。女兒有問我是不是

沒有做惡夢了。我點點頭。家人雖然很高興但由於會客時間有限，很多時候都要和

醫生討論病情。沒有辦法確實知道為什麼我會突然這樣寫的原因。後來情況穩定後

回到家也因為需要復健、又面臨到我血糖不穩定的種種問題、大家忙著照顧我，所

以也沒有時間聊到在醫院的經歷。

　　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10月中旬、疫情比較穩定了。有位鄰居來看我，我就和

他聊起在加護病房的點點滴滴。我告訴他那兩次的經歷、我在睡夢中惡魔來靠近

我、要抓我、還有禿鷹虎視眈眈的盤旋好像等著要吃我、就在我非常害怕的時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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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力量過來替我和他們打仗、保護我。在夢中那個夢很真實、醒過來後還歷歷在

目。所以當家人來的時候我就快點寫下來告訴他們：

　　「上帝愛我，我也愛祂」說到這、我突然流下淚來、想到家人對我的愛、想到

上帝對我的拯救。我突然間開口對這位鄰居說：「我跟你說、我這條老命是上帝救

的、我年紀這麼大了，在加護病房狀況這麼多還能渡過、真的是一個奇蹟、所以我

告訴你，我決定要受洗。」

　　說完我覺得心裡篤定又輕鬆、其實在我心裡我常常在思想有關神的事、也常常

聽詩歌。說出了這個決定我心裡非常喜樂。不管我在世上還有多少日子、我要開開

心心的來跟隨主、述說神的在我身上奇妙的作為。

郭允翼

　　我的媽媽從小就是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的，我跟妹妹卻因為爸爸、奶奶不准媽

媽帶我們去小兒洗禮所以一直沒能成為基督裡的孩子。

　　但媽媽還是會帶著我們去教會參加主日學，有一段時間，我跟著媽媽進出不

同的教會，直到小學3年級，我們來到了雙連教會，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跟媽媽說

「媽咪！我們留在雙連好嗎？不要再換來換去了！好嗎？」從那之後，我就在雙連

這個滿滿愛的家裡長大。

　　我的媽媽是我信仰上最大的支柱，我們雖然在生命裡，生活上，學習上遭到了

很多的不順利，但媽媽總是笑笑的對我說「沒關係的！上帝總是會有特別的預備在

我們的生命裡，現在雖然不如意，但神是為了讓我們的生命更精彩才有這樣的安

排！」她總是陪著我們兄妹禱告，讀經。讓我們明白，雖然只有媽媽獨力照顧我

們，養育我們，但生命中因為有上帝的愛，我們是比任何人都幸福的！謝謝雙連的

牧師們，素芬姑姑跟從小一起陪伴我的伙伴們，因為大家，我們一家都特別幸福！

　　謝謝我的媽媽，阿姨，阿公，阿嬤，你們成為我跟妹妹的最佳信仰見證！現

在，我總算等到了16歳，一個可以為自己作主的年紀，我要回到我最初的信仰家裡

（雙連）與神做約定成為一個真正在基督裡的孩子！

　　現在的我總算能很大聲的說「我基督徒！我驕傲！」

唐瀛宏

　　從小，我生長在一個深受基督文化影響的家庭。我的祖父母與外公外婆分別是

虔敬的天主教徒與長老教會基督徒，而我的父母親雖深受基督的教養與薰陶，卻在

開始工作之後脫離了常規的教會生活。我對於我能夠生長在如此幸福無憂的家庭感

到萬分的慶幸與感恩。然而，直到我遇見了我的未婚妻潘言箴，帶著我回歸信仰與

教會的生活，我才驚覺一切感恩的泉源便是上帝的愛與恩典。

　　在我接觸信仰之初，貼心的未婚妻怕我不能適應長老會莊嚴肅穆的敬拜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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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先是參加了許多不同的教會禮拜，見識了形形色色的禮拜程序、敬拜體

驗、與牧師的傳道方式。最後，我們仍然最能認同長老會的氛圍與組織構成。在教

會的生活中，我最喜歡與享受透過牧師講道、小組分享與讀經來領受上帝的話語，

並從中不斷地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之處，加以改進。

　　從小，我的學習成績便名列前茅，國、高中讀資優班，大學考進醫學系，在畢

業後順利地成為了一名臨床醫師。上帝給了我學習的天賦，讓我從學習到就業一路

順遂。然而，一路的順遂卻也使我多少開始了自滿與驕傲，並漸漸忽視了許多社會

中的苦難與不幸，有時甚至會覺得沒有比自己順遂成功的人絕對是因為沒有比自己

努力。在我接觸了上帝的話語之後，我開始將驕傲化為感恩，將我的能力與天賦視

為上帝賜予的工具，並且將我的眼界擴及到其他人的需要。我發覺唯有保持一顆謙

卑的心並時時察覺他人的需要，才能在做人與行醫的道路上保持熱情，不忘初心。

　　人無完人，只要發現進步的空間，我們便該督促自己不斷地進步成為一個更好

的自己，期待接下來在雙連教會的信仰生活能夠讓我有更多靈性上的成長，持續蛻

變為更加合乎上帝心意的僕人。

潘言箴

　　從小就是生長在篤信基督教的家族，到我已經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們家族上

下左右，嫁的、娶的、生的都在長老會的教會聚會。阿公以前在甲仙長老教會牧

會，叔叔現於鳳山長老教會牧會，舅公目前在美國紐約衛鄉台灣教會牧會；父母在

劍橋長老教會做音樂服事多年，爸爸是指揮，媽媽是司琴，而我自己自還沒有記憶

開始，就開始在主日學長大，長大後能貢獻微薄的才能，在教會司琴、帶主日學，

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感謝上帝，在苦悶的求學路上，亦得以選擇做自己有興趣的事。2018於北醫護

理系畢業，並應屆考上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就讀一年後，2019～2020前往英國曼徹

斯特大學拿到音樂學碩士學位。在校園生活中，皆有恩友社、臺師長青團契、青年

團契的陪伴。很多人說音樂系人生的巔峰，結束在畢業演奏會，之後很少機會與

音樂連結，但生在「很愛唱歌」的長老會，從未覺得自己與音樂脫節，愈服事愈甘

甜。

　　人生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與同溫層的基督徒在一起，所以上帝在我大學時，給我

一個功課-傳福音，對象便是現在的未婚夫-瀛宏。交往熱戀之初，便常戰戰兢兢與

他溝通、討論「信仰」這既神聖又嚴肅的話題，感謝上帝動工，他在我們交往5年

後受洗。當我們決定在離新家和瀛宏工作的馬偕醫院相近的雙連聚會時，青柳姊引

領我們進迦南詩班，前輩們對我們疼愛有加、瀛宏參加天母小組並成為同工、一起

參加了梁牧師扎實有料的造就班，最近在會友的介紹下與主日學廖牧師搭上線，主

恩典滿滿。哈利路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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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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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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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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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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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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知的一堂課 
週一 

19:00～21:00 
劉建良 

1/3,10,17,14,共 4 堂課 
806 

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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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1/9,1/16 
共 8 堂課 

801 10 

                   合   計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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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彈性放假 

申命記查經班  週五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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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日）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十二月 29 日（三）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09:00 男聲合唱團         （806 室）  13:00 社區合唱班       （109-1 樓） 
10:00 小會問道理     （會議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00 洗禮前小會        （靈修室）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十二月 30 日（四）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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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合唱團    （10 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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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31 日（五）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元旦彈性放假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11:00 高中組同工會     （109-1 樓） 
12:00 椰子團契同工會     （703 室）  19:30 歲末感恩禱告會（10 樓禮拜堂） 
12:00 迦南詩班           （802 室）  一 月 1 日（六） 
12:00 葡萄樹小組    （803、804 室）   元旦放假 
12:00 兒主教員會議     （806 室）  一 月 2 日（日） 
12:00 中保代禱同工訓練   （807 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       （聯誼廳）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12:00 新生命餐會        （會議室）  09:30 聖歌隊         （7 樓禮拜堂）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3:00 Together敬拜團迎新  （12樓）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4:30 品籃結業式       （109-3 樓）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十二月 27 日（一）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09:30 松年團契       （7樓禮拜堂）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10:00 但以理小組         （802 室）  12:00 恩惠小組、信實小組  （703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2:00 北區大小家長(14-16組)聚會 
12:30 日文班             （801 室）                     (801 室) 
12:30 中山長青小組       （702 室）  12:00 迦南詩班           （802 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803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2:00 兒主教師A組             （804室） 
19:00 管風琴進階班   （7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小組  （七樓圖書室、807室） 
十二月 28 日（二）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6 室） 
09:00 AA OPEN 小組   (1101 室)  12:00 社青牧區委員會    （會議室）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12 樓）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4:30 馨香合唱團          （12 樓）  12:30 自習班           （109-204）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3:00 EM 詩班        （7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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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身為活祭
聖經：羅馬書十二章1-2節

活祭

　一、                ：

　　聖經：「天父以他榮耀的大能使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同樣也要過著新的生

活」（羅馬書六4）。

　　保羅：「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二20a)。

　二、                

活祭(一)～																這世界

　一、不受                ：

　二、定要                ：

活祭(二)～																而變化

活祭(三)～察驗																

　一、                ：

　二、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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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安姊妹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洪玉好。 
第二、三場：    
  陳明月、吳佳蔚、張麗寬、林貞吟、陳麗香。陳宜倩、陳穎川。 
盲朋友引導：
一樓：林靖諭、周欣樺、王弘裕。 　十樓：蔡牧祈。

Jennifer Eh

Rev. Lian Chin-Siong

聖　歌　隊

蔡侑恬姊妹 王弘洋弟兄

陳正典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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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淑齡、吳璟照執事
青年:趙沛恩、張馨聆

呂淑齡執事
吳璟照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陳惠美、英文－陳素英、日文－黃顯程

呂淑齡執事
吳璟照執事

一樓：洪懿萱、邱培慎執事。　　　　 十樓：張美姬、蔡佩芳長老。

李詩禮長老王青柳執事王青柳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王青柳執事
(召)

利未手鐘敬拜B團

Pastor Michael Lu

男聲合唱團 Beth Hu and the 
EM Praise Team

Beth Hu and the 
EM Praise Team

聖 誕 佈 置

一樓：劉思辰、王文賢執事。　　　　 十樓：賴昇亨、李詩禮長老。

呂淑齡執事

黃悅家姊妹

王青柳、吳璟照執事
青年:黃允豪、莊曉晰

邱文惠姊妹 郭憶婷姊妹

蔡政道牧師 蔡政道牧師蔡政道牧師

王青柳執事
吳璟照執事

王青柳執事
吳璟照執事

阮福智長老呂淑齡執事

鄭敦仁執事
(召)

Together敬拜團

Together敬拜團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陳金泉。 
第二、三場：    
  潘邦明、廖淑惠、劉恆春、阮曉春、簡妙姬。黃允豪。
盲朋友引導：
一樓：楊開文、賴昱任、陳翎。　 十樓：林意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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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翻譯：中文－蔡金鳳、英文－劉秀綾、日文－黃綉倪

魏佳瑩姊妹 Peggy Chung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Arthur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