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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聖餐主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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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恭敬來到主面前..........................(三)迦 南 詩 班

宣　　召.... 詩篇九十五篇6～7節......................... 司　會　者

聖　　詩.... 69首「我的心神你當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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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篇（聖詩後面第1頁）.......................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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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主，助阮互相接納....................... (一)康為恭長老

　　　　.... 我心所願................................(三)迦 南 詩 班

聖　　經.... 馬可福音九章38～41節(現72頁，台51頁)......... 司　會　者

信　　息.... 【雅各和約翰(一)～排他分黨VS接納合一】.....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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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218首「主!我今就近愛覲 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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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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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呂淑齡執事
司琴者：蔡純靖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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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敦仁長老
司琴者：蔡純靖姊妹



－3－

2022.1.9	 週　　　報 No.2

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聖餐主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Rev..Dr.Tan.Yak-hwee

司　會：Jennifer.Eh

司　琴：Gwyneth.Lin

聖　經：Isaiah.43:1-7;.Luke.3:15-17,.21-22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Expectations	versus	Reality	』

第二場(華語)禮拜
聖餐主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領　詩：777敬拜團

司琴者：張以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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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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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九章38～41節(現72頁)................. 司　會　者

信　　息.... 【雅各和約翰(一)～排他分黨VS接納合一】.....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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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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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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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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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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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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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消息§
＊一、本週特別事工

1.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國內外宣道奉

獻主日」，呼籲兄姐共同為總會傳道

委員會所推動的各項傳道事工關心、

參與、代禱及奉獻。

2.本主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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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掃描QR 

CODE參加線上直播禮拜。伍牧師主責

配合本會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的事工，負責新莊牧

區的牧養與關懷。

二、聖餐主日

第一場禮拜

　李詩禮(召)、鄭敦仁、黃振輝、

　張宏德。

第二場禮拜

　李詩禮(召)、鄭敦仁、黃振輝、

　張宏德、吳建賢、蘇茂仁。

第三場禮拜

　李詩禮(召)、黃振輝、張宏德、

　吳建賢、蘇茂仁、葉翠麗、呂明雪、

顏珠令、賴正聰、劉建良、趙秀虹、

曾仁暉、盧功勳、賴尚暉。

第四場禮拜

　蔡佩芳(召)、王文賢、蘇明源、

　張美姬。

三、開會通知

　為配合二○二一年度決算的審核，本

年度一月份定期長執會及小會擇期於

一月16日(下主日)中午12:00在九樓

會議室召開，請長執留意時間參加。

四、農曆春節事工

1.一月31日～二月5日為農曆春節假期

，有事請洽值班的彭榮道牧師(電話

：0935-203752)，敬祝大家新春蒙

福！

2.新春全家福感恩禮拜

　⑴時間：二月1日(週二、大年初一) 

　　　　上午10:30

　　地點：十樓禮拜堂

　⑵禮拜中特別邀請有志參與獻唱

　「咱著來吟詩」，請於當天上午

　10:00在十樓禮拜堂參加練唱。

　⑶歡迎兄姐以小組或家庭為單位參

　與〝詩歌分享〞，請於一月23日

　（日）中午以前向郭怡薰幹事報

　名，以利程序的安排。

3.因逢農曆春節連假，一月30日（主

日）四場禮拜合併於上午10:30舉行

，請兄姐留意參加！

五、週報事工

　請欲刊登消息於一月30日及二月6

日之週報的單位，務必於一月24日

（一）中午以前將消息內容傳真或

E-MAIL到教會辦公室，謝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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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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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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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讀經運動

1.本年度讀經進度表已放置在十樓走

廊桌上，歡迎自行索取。

2.1-3月新眼光讀經本已放置在十樓走

廊桌上，歡迎自行索取。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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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每日靈糧兌換券的兄姊，請盡

　快與李素芬幹事聯繫至中主書房

　兌換事宜。

5.本週讀經進度1/9-1/16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馬太福音 9：29 詩 98 

週一 以賽亞書 55：1-5 詩 99 

週二 以賽亞書 55：6-9 詩 100 

週三 以賽亞書 55：10-13 詩 101 

週四 詩篇 77：11-15 詩 102 

週五 詩篇 77：16-20 但 1:1-21 

週六 路加福音 7：1-9 但 2:1-49 

主日 以賽亞書 60：20 但 3:1-30 



-6-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一月9～15日)

09日─鄭耀文、沈義雄、廖惠如、

 李松霖

10日─朱睿彬、陳素芬、王琳榕、

 王秀錚、廖炯堯、林宥翰

11日─李麗容、李士英、吳鄭月霞、

 林羅玉英、石淡湖、康阿招、

 郭美智、朱玥澄

12日─李照子、力詠夏、官振傑、

 呂美賢、洪智容、梁芳貞、

 徐步青

13日─蘇曉琪、林錦杏、賴嘉敏、

 陳冠熏、吳美惠、許見平、

 劉忻柔、史茵茵、劉恩奇

14日─吳佳蔚、王豪山、陳慧玲、

 林嘉惠、周慶柏、王信力、

 張淑玲、袁珮珮、劉老業、

 傅瑠美、黃郁千、陳沐靈、

 白裕勛、蔡淕珈

15日─趙慧君、王青柳、陳信秀、

 曹白雲、張國揚、張茜芸、

 林淳薰、李立炫、江聆絹

二、兒少牧區事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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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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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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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馬太福音 9：29 詩 98 

週一 以賽亞書 55：1-5 詩 99 

週二 以賽亞書 55：6-9 詩 100 

週三 以賽亞書 55：10-13 詩 101 

週四 詩篇 77：11-15 詩 102 

週五 詩篇 77：16-20 但 1:1-21 

週六 路加福音 7：1-9 但 2:1-49 

主日 以賽亞書 60：20 但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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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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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

師，謝謝。

三、英語牧區事工

本主日(1/9)中午12:30於702教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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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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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樂委員會消息§
「齊來頌讚上主」詩班合唱研習會

　時間：一月23日（日）

　　　　下午2:00～5:00

　地點：本會十樓禮拜堂

　合辦：匯恩聖樂中心

　指導：台灣神學院音樂系教授

　　　　陳琇玟老師

　費用：每人300元（含2本歌譜及講習

　　　　費）

　報名：本教會現任聖樂事奉者請洽　

　　　　郭怡薰幹事，其餘請洽穆弟兄

　　　　2905-0317，至一月18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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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至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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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松年團契

　日期：一月10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蘇茂仁長老

線
上
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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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團契

1.月例會

　時間：本主日中午12:00

　地點：九樓聯誼廳

　主題：宣教中的婦女們

　內容：海外宣教中，婦女們的獨特角

　　　色與服事

　講師：廣福牧師

2.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

　時間：一月11日（本週二）

　　　　下午1:30～4:00

　地點：新興教會

　　（台北市雙城街43巷2號）

　主題：小米方舟的異象

　講員：林益仁教授

三、雞啼團契宜蘭風情慢旅一日遊

　時間：一月12日（本週三）上午7:30

　　　教會一樓集合，準時出發

　地點：宜蘭福山植物園／冬山河生態

　　　綠舟

　貼心小提醒：請參加的契友們穿保暖

衣物、輕便鞋、帶健保卡、雨具……

四、椰子團契月例會

　時間：一月16日(下主日)中午12:00

　地點：九樓聯誼廳

　講員：薛淑玲牧師

　講題：計劃與交託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各地教會不分宗派在主裡

合一，成為榮耀器皿共同見證主恩。

二、為台灣─地方政府與民間有良性的

互動，為愛鄉土、愛人民齊心努力。

三、為教會─雙連人有共同的異象、一樣

的目標、一樣的愛心、一樣的意念。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長者、員工日日

歡喜相聚，有喜樂、平安如江河。

五、為雙連幼兒園─主的恩典光輝照耀

在園區，各項園務推展順利。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主恩典的

同在、福音的出口帶領人歸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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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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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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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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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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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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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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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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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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無課程 

                   合   計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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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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雅各和約翰(一)～排他分黨vs接納合一
聖經：馬可福音九章38～41節

血氣方剛少壯時

　　聖經：「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耶穌又給他們取名半尼其，意

思是「性如暴雷的人」)，」（可三17）

　一、排斥異己，分黨結派

　二、仇恨報復，不能寬恕

　三、追求名利，爭權奪位

排斥異己，分黨結派 

　　有一次，聖經：「約翰對耶穌說：「老師，我們看見有人藉著你的名趕鬼，我

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跟我們同夥。」」（可九38）

　　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為沒有人會藉著我的名行神蹟，又馬上轉過來說壞

話攻擊我。因為不反對我們就是贊同我們。」（可九39-40）

排斥轉為                

　　保羅說：「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羅十五7）

　一、對              的認識要正確：

　二、對他人的              要小心：

　　耶穌說：「不要評斷人，上帝就不審斷你們。因為，你們怎樣評斷人，上帝也

要照樣審斷你們；你們用甚麼量器來量，上帝也要用同樣的量器量給你們。」 (太

七1-2)

　　批評弟兄姐妹的時候，有四件事會發生：

　　◆失去和神的關係：

　　◆暴露自己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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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來上帝的審判：

　　◆傷害教會的肢體：

　三、對上帝的              要堅定：

分黨變作              

　　耶穌：「我不但為他們祈求，也為那些因接受他們的信息而信我的人祈求。願

他們都合而為一。父親哪，願他們在我們的生命裏；正如你在我生命裏，我在你生

命裏一樣。願他們都合而為一，為要使世人信我是你所差遣的。你給我的榮耀，我

也給了他們，為要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一樣。」（約十七20-22）

　一、合一的基礎在於              

　　保羅說：「惟有一個身體，惟有一位聖靈，正如上帝呼召你們來享有同一個盼

望。惟有一位主，一個信仰，一個洗禮。惟有一位上帝，就是人類的父親；他在萬

有之中，統御萬有，貫徹萬有。」（弗四4-6）

　二、合一的表現在於              

　三、合一的見證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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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一 月 9 日（日）  一 月 12 日（三）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13:00 社區合唱班       （109-1 樓） 
10:10 聖餐前小會        （靈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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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小組           （703 室）  一 月 13 日（四）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4:00 關係佈道課程   （7 樓禮拜堂）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2 樓）  14:00 婦女合唱團    （10 樓禮拜堂）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一 月 14 日（五） 
12:00 恩典小組             （703室）  09:30 詩篇(2)查經班      （803 室） 
12:00 椰子團契同工會     （801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2:00 迦南詩班同工會     （802 室）  12:30 日文班             （807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803室）  14:10 日文班             （807 室） 
12:00 兒主教師B組             （804室）  18:00 利未手鐘敬拜 A 團   （805 室） 
12:00 葡萄樹小組   （七樓圖書室、807室）  19:00 EM 小組            （801 室）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6 室）  19:30 園中園小組         （702 室） 
12:00 南區牧養同工會議    （會議室前段）  19:30 申命記查經班       （803 室） 
12:00 第二場司會同工訓練     （會議室後段）  19:30 聖歌隊        （10 樓禮拜堂） 
12:00 婦女團契          （聯誼廳）  一 月 15 日（六） 
12:00 迦南團契同工會    （1101 室）  09:00 台語羅馬字班  （803、804 室） 
12:00 松大委員會       （109-202）  09:30 愛樂管弦樂團       （805 室）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09:30 成人牧區牧養同工訓練 
12:30 EM 查經班          （702 室）         (10 樓禮拜堂) 
12:30 自習班           （109-204）  10:30 客語團契      （7 樓禮拜堂）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4:30 活水 B 組           （802 室） 
14:30 授職禮拜前特會    （會議室）  17:00 男聲合唱團         （805 室） 
15:00 伍烱豪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一 月 16 日（日） 

             (10 樓禮拜堂)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一 月 10 日（一）  09:00 兒童主日節奏班     （805 室） 
09:30 松年團契       （7樓禮拜堂）  10: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30 路加小組           （703 室） 
12:30 中山長青小組       （702 室）  10:50 國中、高中、大專   （109 號） 
12:3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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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知的一堂課   （806 室）  10:30 I Believe信福小組  （109-204） 
19:00 米利安敬拜團  （10 樓禮拜堂）  12:00 恩惠小組、信實小組   （703室） 
一 月 11 日（二）  12:00 葡萄樹小組  （七樓圖書室、807室） 
09:00 AA OPEN 小組       （1101 室)   12:00 椰子團契          （聯誼廳） 
10:00 關係佈道課程   （7樓禮拜堂）  12:00 長執會、小會       （會議室）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12 樓）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1101室） 
13:40 馨香合唱團        （12 樓）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8:30 總務暨大樓小組    （會議室)  13:00 EM 詩班        （7樓禮拜堂）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9:30 關係佈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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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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嫣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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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恩佳、劉書雅。  
盲朋友引導：
一樓：謝侑倪、劉承晏、林印真、陳暄昀。 　十樓：宋敬宇。

Rev. Lian Chin-Siong

聖　歌　隊

李旻瑋執事 花婕芸姊妹

蘇茂仁長老

梁唯真牧師 梁唯真牧師梁唯真牧師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林建智、邱顯育執事
青年:陳諾亞、林捷安

林建智執事
邱顯育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蔡金鳳、英文－陳侃倫、日文－吳大衛

林建智執事
邱顯育執事

一樓：陳宜倩、賴哲仁執事。　　　　 十樓：洪大川、王文賢長老。

黃振輝長老周欣樺姊妹吳璟照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吳璟照執事
(召)

Together敬拜團

蔡純靖姊妹 Peggy Chung

Gwyneth Lin

EM Choir

Kevin Koay 

Rev. Dr. Tan Yak-hwee 

777敬拜團 迦 南 詩 班

高菊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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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品修。
盲朋友引導：
一樓：吳亭頤、王弘洋、陳宥彤。 　十樓：賴昱任。

蔡純靖姊妹 張以勒弟兄

康為恭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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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柳、吳璟照執事
邱顯育、林建智執事

王青柳執事
吳璟照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王花容、英文－林慧琳、日文－許麗珍

王青柳執事
吳璟照執事

一樓：李友仁、俞佳秀執事。　　　　 十樓：蘇明源、賴尚暉長老。

鄭敦仁長老呂淑齡執事呂淑齡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呂淑齡執事
(召)

蔡純靖姊妹

Kevin Koay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