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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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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來敬拜主............................... (三)聖　歌　隊

宣　　召.... 詩篇六十六篇1～4節......................... 司　會　者

聖　　詩.... 197首「凡若有人被罪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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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篇（聖詩後面第11頁）...................... 會　　　眾

讚　　美.... 晨禱........................... (一)林啟示、林美慧伉儷

　　　　.... 我心出聲............................... (三)聖　歌　隊

聖　　經.... 出埃及記一章1a、5～14節(現69頁，台59頁)..... 司　會　者

　　　　.... 出埃及記二章23～25節(現70頁，台60頁)

信　　息.... 【上帝一直都在】...........................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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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257首「心目向主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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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錢銀獻給祢，用出攏趁祢旨意，

	 我的才情祢賞賜，甘願還祢做器具。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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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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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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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會.詩.... 516首「此時禮拜將要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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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淑玲牧師
司會者：吳易鍾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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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淑玲牧師
司會者：張宏德長老
司琴者：魏佳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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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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Lian.Chin-Siong

司　會：Chrissy.Cook

司　琴：Garry.Thin

聖　經：Luke.18:9-14..

讀經者：Laura.Wang

講　題：『	On	the	Road	with	Jesus:	Be	Exalted	』

第二場(華語)禮拜

主禮者：薛淑玲牧師

上午9:00

十樓禮拜堂

序　　樂.....(安靜主前）............................. 米利安敬拜團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米利安敬拜團

聖　　經.... 出埃及記一章1a、5～14節(現69頁)............. 司　會　者

　　　　.... 出埃及記二章23～25節(現70頁)

信　　息.... 【上帝一直都在】...........................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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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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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者：吳易鍾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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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因應疫情，教會目前原則上配合

指揮中心指示進行各項必要的防疫措

施，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針

對Covid-19本土疫情「重症清零、輕症

控管」新模式，防疫措施調整如下：

一、請教會兄姐，配合指揮中心下載

　　「台灣社交距離」APP。並鼓勵大

　　家盡可能完成三劑疫苗接種。

二、第二、三場依然有網路直播，如

　　果身體有任何不適或感冒症狀，

　　或曾與確診者接觸之受匡列者，

　　或不方便到教會禮拜的兄姐，敬

　　請在家休息，參與線上禮拜。如

　　果有任何疑似症狀或接觸史，請

　　注意自我健康管理。若有弟兄姊

　　妹確診並曾參加教會聚會，請與

　　教會聯絡並依政府規範進行通報、

　　採檢、隔離及自主健康管理。

三、出入教會請務必佩戴口罩，進行

　　酒精消毒，保持社交距離，乘坐

　　電梯以六人為限，並請不要在電

　　梯內交談。

四、建議各團契、小組、詩班可依照

　　實際的狀況自行決定暫停、轉線

　　上或是實體聚會。

五、即日起在教會內開放飲食，但請

　　遵守不分食、不交談，並保持安

　　全距離（室內1.5公尺）的準則。

六、持續為教會守望，為台灣禱告，

　　彼此關懷，同心代禱。

＊適逢颱風季節，呼籲兄姊要事先做好

防颱準備，主日若遇颱風時，本會主

日禮拜（每一場）仍照常舉行，以外

其他各種聚會皆暫停。請信徒要衡量

本身出入的危險性，以策安全。

§本會消息§
＊一、設教110週年紀念活動

　為慶祝本會設教110週年，從2022年底

～2023年，同工團隊同心合力設計了

一系列闖關集點活動，鼓勵小組或團

契相約成群結隊報名，期盼藉由歷史

據點打卡、外展、遊戲等活動，不僅

增添對教會的認知與記憶，更凝聚團

隊間的向心力，共同營造對信仰娘家

的美好時光與回憶。歡迎主內家人們

邀請慕道友或新朋友踴躍報名參加！

※備註：欲參加活動者，請向成人牧區

幹事領取「祝福星星存摺集點卡」。

集滿10點以上，即可獲得充滿紀念價

值的禮物，集越多獎品就越豐富喔！

　時間：

　第一階段（團體項目）：

　　　2022/11/1～2023/3/5

　第二階段（個人項目）：

　　　2023/1/1～12/31

　活動聯繫請來電洽成人牧區林昱岑幹

事（分機220）

　活動詳情與團體報名：

　　　請掃描QR CODE

＊二、重陽敬老聚餐一日遊活動

　十月25日(本週二)舉辦重陽敬老聚餐

一日遊活動，地點：新竹內灣。請已

報名長者至教會一樓集合，上午8:30

準時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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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委員會消息

　感謝主！我們教會的會友系統已經建

置完畢，只要透過雙連教會的LIN E 

OA官方網址，即可以快速註冊並完成

登入。登入系統後除了隨時可更新個

人的資料、查詢個人在教會參與的活

動與奉獻紀錄之外，更可以透過系統

建立線上中保代禱卡，在禱告事工上

與主同行也成為他人的祝福。

　會友系統的推廣影片，將會於LIN E 

OA中逐步推出，誠摯邀請所有兄姊釘

選雙連LINE OA的官方網址、馬上登

入雙連的會友系統，並將這個訊息分

享給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們。

　請用手機掃描下方QR code，即可看

見雙連教會LINE OA官方連結，並加

入好友。若有任何使用上的問題，歡

迎連繫教會林章平幹事(分

機223)。

四、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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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下週六）

　　　　上午9:30～12:30

  地點：九樓聯誼廳

　※請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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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代表於本主日

向郭怡薰幹事索取行事曆初稿。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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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刷卡

　https://www. slpctaipei.org/donate

授權書～刷卡，請至教會官網下載

銀行匯款、ATM轉帳、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雙連教會

　⑴聯邦銀行中山簡易分行(代號803)

　　帳號：033-50-8006522

　⑵郵局劃撥帳號：14524589

　◎註明捐款人與捐款項目

　　收據傳真至02-25231361或

　　EMAIL:slpc146@slpctaipei.org。

2.禮拜堂椅背上張貼的電子週報Q R 

CODE歡迎多加利用，節能減碳一起做

環保。講道大綱填空表可於十樓走廊

桌上索取。

3.週報回收請投入週報回收箱。

六、讀經運動

1.10-12月新眼光讀經本已放置在十樓

走廊桌上，歡迎自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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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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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週讀經進度10/23-10/30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十月23～29日)

23日－陳素月、溫庭儀、林逸民、

 李宜儒、邱德恩、李汪政、

 林佳暖、陳玟如、蔣月芬

24日－陳紀匡、陳德茂、張芳爵、

 劉哲倫、郭怡綾、王建雄、

 林承越、洪瑞英、謝佳伶

25日－簡維珊、莊佩慈、董金菊、

 蕭雅優(有美)、趙林秀美、

 林楷峰、 王陳菱英、柯玫萱、

 薛景云、張雅甄、林天心、

 林天愛

26日－吳雅容、曹汝全、林鶯梭、

 趙公越、鄭王立登、李主恩、

 黃惠琴、彭榮道、黃珮瑜、

 呂竹華、傅岑晞、蘇慧貞、

 周雲

27日－葉怡玲、鄭文文、簡嘉慧、

 朱瑤玲、鄭力仁、林晉德、

 陳鴓、胡瀞化、陳碧枝

28日－薛雅云、趙立強、周曹寶蓮、

 張育齊、林麗華、劉李安妮、

 鄭育哲、黃悅家、陳逸芸、

 陳姝蓉、陳舜發、劉子騫

29日－陳崇瑋、Eli William Seitz、

 Eva Helen Seitz、呂正義、

 柯美惠、陳浩銘、蘇俐陵

二、兒少牧區事工～青少年組

【國中家長會：生涯規劃指引】

　日期：十月30日(日)

　時間：下午1:00～2:00

　對象：國中家長(不限會友)

　地點：雙連教會109號分館一樓

　主講人：鄭詩穎Sylvia Cheng

 　　　　　(學習日負責人)

※專業資格：

　1.日本產訓協會主管管理才能講師認

　　證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Instructor(MTP-I)

　2.美國NCC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

　3.生涯指引Career Director顧問

　　活動聯繫，請洽兒少牧區彭榮道牧

　師&王馨怡幹事(分機109）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BKPedm7YavbERFsa7

三、英語牧區事工

　街友小組本主日下午一點半於十二樓

廚房預備餐點，接著會出發至台北車

站分送餐點給街友，歡迎兄姊一起參

與餐點的準備與分送。

日期 兒   童  成  人 

主日 詩篇 20：7 啟 4:1-11 

週一 士師記 5：1-5 啟 5:1-14 

週二 士師記 5：6-10 啟 6:1-17 

週三 士師記 5：11-15 啟 7:1-17 

週四 士師記 5：16-22 啟 8:1-13 

週五 士師記 5：23-27 啟 9:1-12 

週六 士師記 5：28-31 啟 9:13-21 

主日 以賽亞書 43：16 啟 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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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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學年第二學期獎學金頒發

　領取日期至十月30日（下主日）止，

無法如期領取者請與李素芬幹事（分

機221）聯絡，逾期未領取者一概不

予補發。

二、洗禮造就班	

　日期：10/16、10/23、10/30、11/6、

　　　　11/13、11/20，共六堂課

　時間：每主日早上9：00～10：00

　講師：梁唯真牧師

　教室：九樓會議室

§聖樂委員會消息§
一、愛樂管弦樂團將於十月29～30日

（本週六～下主日）由蘇明源團長和

劉姝嬋老師帶領前往南投，並於30日

在南投教會主日禮拜中參與司琴服事

，願上帝賜福帶領。

二、本會將於十月30日（下主日）下午

2:30，在十樓禮拜堂與台灣管風琴協

會協辦優秀會員音樂會，演出者：徐

佳郁老師（本教會主日司琴老師及西

羅亞詩班伴奏老師）、黃于倩老師，

歡迎兄姐前來聆賞！

三、為慶祝雙連教會設教110週年及紀

念陳溪圳牧師、陳清忠老師等諸位長

老教會男聲合唱前輩，本會訂於十一

月12日（六）下午3:00～5:30，在十

樓禮拜堂舉辦第二屆男聲合唱團觀摩

會。今年我們再度邀請台北城東教會

Cityboys、大安教會男聲詩班、門諾

醫院男聲詩班、臺灣老店男聲合唱團

、平安聚珍堂男聲四重唱、木樓松柏

合唱團、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及雙連

教會男聲合唱團一起演唱，邀請兄姐

共襄盛舉。

§雙連安養中心消息§

徵才訊息，詳見教會公佈欄，有意願

者歡迎與行政組莊怡芳小姐連絡(02-

26365999分機1115)。

§雙社會福利基金會消息§

新莊牧區消息

　分堂聚會及相關資訊，詳見

雙連教會新莊分堂官網掃描

QR Code

§團契消息§

一、松年團契

　日期：十月24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胡瑞芝老師

二、客語團契

　時間：十月29日(本週六)上午10: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講員：洪秀青牧師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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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課程表--兒童

裝備課程表--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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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 20 

新眼光讀經分享 
主日 

9:00～10:00 
林神佑、蔡佩芳、 

黃奉銘牧師 
802 10 

台語讀經 
週二 

19:00～21:00 
楊新造牧師、林宜靜 

線上 
上課 

8 

查經 
課程 

英語查經 
主日 

9:00～10:00 
Peter Jackson Barban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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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本基督教文學 
本季：愛と自由のことば 

主日 
8:00～8:50 

篠田通子 807 7 

信徒 
課程 

培育屬靈分辨力的 

七個操練(下) 
主日 

9:00～10:00 

盧功勳、胡瑞芝 
9/4,9/18,9/25,10/2,10/16, 
10/23,10/30,11/6,12/4, 

12/18, 112.1/8 
共 11 堂課 

801+ 
線上 
並行 

13 

※洗禮造就 
主日 

9:00～10:00 

梁牧師 
10/16、10/23、10/30、
11/6、11/13、11/20， 
共六堂課，12/18 洗禮 

九樓 
會議室 

10 

                   合   計 78 人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教  師 教 室 
上週 
人數 

語言 
課程 

兒童台語文 
主日 

9:00～9:50 
陳淑華、劉惠雅 

702 
7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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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聚 會 時 間 地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楊
新
造
牧
師 

東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磐石小組  每週一晚上 7:00 - 
張美姬 

鄭敦仁、張麗寬 
休息  

嗎哪小組  每週四下午 1:30 806 教室  
顏珠令、呂明雪 

陳金鳳 
10/27 

永康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上午 10:00 - 胡清龍、邱錫鎔 休息  

圓山信心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四下午 2:00 - 潘邦明 休息  

圓山愛心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五晚上 7:30 

- 廖淑惠、戴孟完 休息  

圓山盼望小組  -  陳孟宗、劉世昌   休息  

加利利 1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下午 1:30 - 張西庚、陳兼吉 休息  

梁
唯
真
牧
師 

西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中山小組 每週一晚上 7:30 線上小組  吳璟照、陳明月 雙十  
休息  

中山長青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下午 12:30 - 林翠微 休息  

漁海小組  每週四中午 12:00 - 王文賢、王儷娟 休息  

幸福得人小組  每主日上午 10:30 805 教室  陳婉芬、郭美君 休息  

洪
秀
青
牧
師 

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許
雅
玲
區
長 

園中園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五晚上 7:30 - 吳怡德 休息  

恩典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中午 12:00 - 許雅玲 11/13 

信實小組  每月第一週日中午 12:00 1101 教室  林錦杏 11/06 

恩惠小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中午 12:00 703 教室  
黃宛真 

熊祖毅、林美舒 休息  

李
汪
政
區
長 

社區永勝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三下午 1:30 - 曹白雲 休息  

社區得勝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三下午 1:30 - 林碧花 休息  

陳
楓
元
區
長 

葡萄樹 A 組 

每週日中午 12:00 807 教室  

吳大衛 

10 葡萄樹 B 組 王秀錚 

葡萄樹 C組 黃冠瑜 

牧區小組聚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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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小組聚會表

 

       
        

組 別 聚 會 時 間 聚 會 地 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薛
淑
玲
牧
師 

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但以理禱告會 十一月 14日週一上午 10:00 802教室 卓斐芬、林慧芬 -  

提多禱告會 十一月 15日週二上午 10:00 703教室 施麗清、蘇麗月 -  

天母小組 十一月 16日週三晚上 7:30 703教室 陳秀芬、洪大川 -  

呂底亞禱告會 十一月 17日週四晚上 7:30 703教室 葉翠麗、詹智丞 -  

張
宏
德
區
長 

活水 A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下午 2:30 802教室 張宏德、陳麗香 10/22 

活水 B 組 每月第一、三週六下午 2:30 802教室 蘇明源、藍惠璋 11/05 

蔡
佩
芳
區
長 

喜樂小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中午 12:00 
(第一週 803 教室；第三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教室 張嘉祥 8 

以樂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中午 12:00 
(第二週 803 教室；第四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教室 劉恒春 休息  

楊
新
造
牧
師 

社
青
牧
區
輔
導
牧

 

社青男女小組 

每週日上午 10:15-11:45 
社青聯合聚會 

12樓 

李友仁 

36 
心手相連小組 王弘裕 

新婦小組 周欣樺 

I Believe小組 蔡語恩 

彭
榮
道
牧
師 

兒
少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國中組 輔導：林秀貞 
每週日上午 10：15-12：00 109號 3樓 

張馨恩、廖珮如
陳宜倩、劉在豪  22 

高中組 輔導：林秀貞 
每週日上午 10：15-12：00 109號 1樓 

洪明皓、林謙宥
王聖槐、劉秀慧

花婕芸  
32 

大專組 輔導：王士維、姜林銓、洪懿萱 
每週日上午 10：15-12：00 109號 202室 莫凱恩、蔣月芬 18 

連
振
翔
牧
師 

英
語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Young 

Professionals 
每月第二、四週五晚上 7:30 801室 

洪懿萱 
Susie Hong 6 

合    計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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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上帝一直都在
聖經：出埃及記一章1a、5～14節、二章23～25節

我第一、	 																				，苦難來臨

　　世間的一切都有可能產生變化，我們所接觸的人、事、物，和所處的環境，原

本有好的條件，但都有可能會發生改變。

第二、苦難當前，																			

　　以色列人，並沒有停留在自怨自艾的境況，出埃及記2:23「他們能做的，就是

向上帝求救，呼求祂幫助他們脫離作苦工」，讓上帝掌權、帶領，為他們開出一條

出路。

　　聖經中的哀歌為我們在苦難中指出一個方向；哀歌不是自艾自憐，這些哀歌都是指

向上帝，這也是              的表現和記號，來幫助、引導我們更加              。

　　傳道書3:4也說「哭泣有時，歡笑有時；哀慟有時，…」

　　帖前5:16-18a「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經文中的「要」是一

種決定，不論是面對順境或是逆境，要選擇從心底，用不住地禱告，來發出對上帝

的信心和倚靠。

第三、上帝回應，																			

　　出埃及記2:24-25「上帝聽見了他們的呻吟，記起他曾與他們的祖宗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立約。他看見以色列人被奴役的境況，非常關心他們。」

　　出埃及記3:7-8「上主說：「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經聽見

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

出來，領他們到肥沃寬廣、流奶與蜜的地方。」。

　　上帝當時如何顧念以色列人，今日祂也同樣顧念一切屬祂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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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埔庄講義所課程表§

10月16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課程名稱 時間 老師 教室 

詩篇查經班 週三 09:30～11:30 盧俊義牧師 十樓禮拜堂 

詩篇查經班 週三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使徒行傳查經班 週五 09:30～11:20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創世記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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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間專講系列 週四 19:00～21:00 鄭仰恩教授 十樓禮拜堂 

結語

　　以色列人的經驗，幫助、提醒我們：在面對環境改變帶來的苦難中，他們不否

認自己此時面臨痛苦與艱難，更加因為所遭遇的境況，催促他們   　　         。

　　約翰福音16:33b「在世上，你們             ；但是你們              ，

我已經勝過了世界！」。

　　因為相信耶穌基督獲得生命真實的力量，會勝過生命中的苦難。甚至會讓我們

有足夠的勇氣面對苦難的臨到。因為上帝是昔在、今在、將來永在的上帝，祂一直

都在。

 

     

 

 

 

  

日期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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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18） 

主日第二場（華語） 195 132 809 

主日第三場（台語） 624 198 1390 

兒童主日學 58 1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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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十 月 23 日（日）  13:45 社區媽媽班        （聯誼廳）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10 樓禮拜堂） 
09:00 兒童主日音樂班   （805、806室）  17:30 利未手鐘敬拜A團   （804、805室） 
10:15 國高中小組         （109 號）  19:00 牛埔庄講座    （10 樓禮拜堂） 
10:l5 大專小組            （12 樓）  十 月 28 日（五） 
10:30 EM Kids Club        （702 室）  09:30 使徒行傳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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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02）  14:00 日文班             （807 室） 
10:30 I Believe 小組    （109-204）  19:30 英語YP小組         （801室)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19:30 創世記查經班       （803 室） 
12:00 北區同工會議       （801 室）  19:30 聖歌隊        （10 樓禮拜堂） 
12:00 迦南詩班  （802、7 樓禮拜堂）  十 月 29 日（六） 
12:00 椰子團契同工會     （803 室）  09:00 台語羅馬字班  （803、804 室） 
12:00 777 敬拜團         （804 室）  09:30 愛樂管弦樂團       （805 室） 
12:00 兒主教員會議       （806 室）  10:30 客語團契       （7 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小組         （807 室）  13:30 五、六年級作文班   （702 室） 
12:00 迦拿團契          （聯誼廳）  13:30 四年級作文班       （703 室） 
12:00 聖歌隊            （會議室）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1101室）  14:30 活水 B 組           （802 室）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15:30 七年級以上作文班   （702 室） 
12:00 雙連乒乓球隊     （109-3 樓）  15:30 二、三年級作文班   （703 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十 月 30 日（日） 
13:00 EM 詩班            （802 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09:00 兒童主日音樂班   （805、806室） 

     （801、805、10 樓禮拜堂）  10:15 國高中小組         （109 號） 
13:30 EM 街友小組     （12 樓廚房）  10:l5 大專小組            （12 樓） 
十 月 24 日（一）  10:30 EM Kids Club        （702 室） 
09:30 松年團契      （10 樓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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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室）  10:30 社青男女小組     （109-202）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I Believe 小組    （109-204） 
17:30 健康操              （12 樓）  10:30 新婦小組         （109-206） 
18:30 教社委員會     （會議室）  12:00 北區同工會議       （801 室） 
19:00 米利安敬拜團  （10 樓禮拜堂）  12:00 迦南詩班  （802、7 樓禮拜堂） 
十 月 25 日（二）  12:00 葡萄樹小組         （807 室） 
09:00 AA OPEN 小組       (1101 室)   12:00 國小組家長會  （8樓、聯誼廳） 
10:00 提多禱告會         （703 室）  12:00 敬拜團聯合聚會      （12 樓） 
十 月 26 日（三）  12:00 國中組陪讀       （109-206） 
09:30 詩篇查經班    （10 樓禮拜堂）  12:00 雙連乒乓球隊     （109-3 樓） 
18:30 傳播委員會        （會議室）  12:30 自習班           （109-204） 
19:30 詩篇查經班         （803 室）  13:00 EM 詩班            （802 室） 
十 月 27 日（四）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1、802 室）  14:30 台灣管風琴協會音樂會 
13:00 嗎哪小組           （806 室）                （10 樓禮拜堂）  
Ｋ書中心：每週一～五 18:00～21:00、週六 9:00～21:00（109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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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示
林美慧伉儷

米利安敬拜團

洪懿萱、邱培慎執事
青年:魏廷兆、林佑勳

第三場翻譯：中文－邱益萍、英文－劉秀綾、日文－許麗珍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一樓：高燕彬、趙慧君執事。　　　　 十樓：葉翠麗、顏珠令長老。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高菊英姊妹

洪懿萱執事
邱培慎執事

洪懿萱執事
邱培慎執事

張宏德長老吳易鍾執事 吳易鍾執事

賴哲仁執事
(召)

魏佳瑩姊妹賴心茹姊妹

薛淑玲牧師薛淑玲牧師薛淑玲牧師

聖　歌　隊

Rev. Lian Chin-Siong

EM Praise Team
Garry Thin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張惠玉。
第二、三場：
  潘邦明、廖淑惠、簡妙姬、黃瓊代、王兆騰。黃允豪、張詒祥。
盲朋友引導：
一樓：張恩羚、林意穎、陳翎。   十樓：黃郁傑。

Chrissy Cook

Laura Wang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林彰仁全家
777敬拜團

吳易鍾、陳宜倩執事
青年:陳諾亞、王明佳

第三場翻譯：中文－陳麗娟、英文－林貞吟、日文－黃顯程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一樓：吳大衛、張嘉祥執事。　　　　 十樓：張宏德、蘇茂仁長老。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游月娥姊妹

吳易鍾執事
陳宜倩執事

吳易鍾執事
陳宜倩執事

吳建賢長老邱培慎執事 邱培慎執事

李友仁執事
(召)

陳淑華姊妹林杏娟姊妹

洪秀青牧師洪秀青牧師洪秀青牧師

聖　歌　隊

Rev. Lian Chin-Siong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張惠玉。
第二、三場：
  潘邦明、廖淑惠、簡妙姬、黃瓊代、王兆騰。黃允豪、張詒祥。
盲朋友引導：
一樓：張恩羚、林意穎、陳翎。   十樓：黃郁傑。

Jennifer E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