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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5	 週　　　報 No.14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棕樹主日

上午07:30(一)

上午10:30(三)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陳金泉長老
司琴者：陳淑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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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哈巴谷書二章20節........................... 司　會　者

聖　　詩.... 51首「聖哉，聖哉，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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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篇（聖詩後面第55頁）..................... 會　　　眾

聖　　詩.... 178首「阮愛上帝聖殿」...................... 會　　　眾

讚　　美.... 耶穌的愛............................... (一)李詩禮長老

　　　　.... 和散那歸佇君王................. (三)聖歌隊與兒童合唱團

聖　　經.... 出埃及記二十章8～11節(現95頁，台80頁)...... 司　會　者

　　　　.... 馬太福音十二章9～13節(現19頁，台14頁)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二十七)～摩西(五)】.........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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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48首「我站在主的愛疼」.................... 會　　　眾

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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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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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99首「願上主大仁愛」(週報內第4-5頁).......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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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默禱謝恩‧恭受差遣)....................... 司　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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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棕樹主日

上午11:00

主禮者：Pastor.Stephen.Lakkis

司　會：Jennifer.Eh

司　琴：Laura.Wang

聖　經：Luke.19:29–40

講　題：『	A	True	Hero	』

上午9:00

主禮者：蔡 政 道 牧 師

司會者：鄭 敦 仁 執 事

領　詩：青少年敬拜團

第二場(華語)禮拜
棕樹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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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青少年敬拜團

聖　　經.... 出埃及記二十章8～11節(現95頁).............. 司　會　者

　　　　.... 馬太福音十二章9～13節(現19頁)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二十七)～摩西(五)】.........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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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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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歌............................................. 主禮者與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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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司　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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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本週特別事工

1.本主日為「棕樹主日」，紀念耶穌謙

遜騎驢進入耶路撒冷，為了愛我們、

救贖我們，走向各各他受苦之路。

2.本週為「受難週」，呼籲兄姐應盡量

避免宴樂及旅遊，透過讀經、禱告、

與主同行，再次深思、體會主耶穌基

督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

愛與救贖。

3.四月9日（四）晚上7:30，教會將會安

排「紀念耶穌最後晚餐禮拜」的線上

轉播，請兄姐預備心，保留時間恭敬

來參加。

二、線上禮拜事宜

　防疫期間(暫訂至五月第一個禮拜前）

，鼓勵大家在家中，一起在線上和教

會弟兄姐妹同心敬拜！線上禮拜的時

間還是跟往常的禮拜時間一樣。兒童

主日學也有線上兒童禮拜，在主日上

午10:00轉播，讓家長陪同孩子線上學

習。各個區牧也會利用各種通訊方式

彼此關心！願我們齊心為疫情禱告！

願上帝保守眷顧！

三、肢體關懷

1.本會蔡根源長老於三月23日安息主懷

，訂於四月10日（本週五）下午1:30

在第二殯儀館至真一廳舉行入殮禮拜

，四月11日（本週六）上午10:30在教

會十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姐

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因應

疫情防制，並經家屬同意，小會特別

通過告別禮拜當天由教會安排線上直

播，讓兄姐能同步在家一同追思。而

告別禮拜現場，需要依據政府規定限

制參加人數，並且簽名造冊、記錄當

天體溫，以及全程要求配戴口罩，所

以請欲參加的兄姐務必於四月9日以前

向石温惠幹事登記。

2.本會會友王黃桂蟾長老嬤(王榮昌長老

之母)於三月27日安息主懷，訂於四月

19日(日)上午10：30在台北市立第二

殯儀館景仰樓一樓至真一廳舉行入殮

告別禮拜，請兄姊關心、代禱，願上

帝安慰遺族。

3.本會會友張遵惠弟兄於三月29日安息

主懷，訂於四月7日（二）下午1:30在

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樓一樓至真

一廳舉行入殮告別禮拜請兄姊關心、

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

4.本會會友郭陳李隗長老嬤（郭敬裕長

老、郭敬恩弟兄之母）於三月30日安

息主懷，請兄姊關心、代禱，願上帝

安慰遺族。

5.蔡興福先生（本會郭阿華姊妹之夫）

於三月30日安息，訂於四月9日上午

11:00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永親廳舉

行公祭，請兄姊關心、代禱，願上帝

安慰遺族。

四、中保代禱事工

第四期(四月1日～六月30日)參與中保

代禱同工名單如下，願神堅固每位同工

手所作的工。

　蔡政道、薛淑玲、彭榮道、梁唯真、

楊新造、洪秀青、阮福智、李詩禮、

康為恭、鄭敦仁、張麗寬、許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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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翠麗、吳璟照、蔡佩芳、張美姬、

陳聰敏、張儷馨、張惠玉、李英芬、

黃宛真、陳枝梅、吳信昌、張嫚容、

劉郁茗、林碧花、林真㐱、陳婉芬、

陳金鳳、蘇明源、卓斐芬、何佩敏、

林渭淇、王榮昌、賴昇亨、王青柳、

盧淑威、王文賢、李儷玲、古蓮嬌、

高嫚嬪、盧功勳、羅桂鳳、王志強、

郭憶薇、陳素英、游玉玲、陳月鳳、

陳淑華、邱陳麗雲、邱錫鎔、陳怡光、

陳學林、陳慕美、黃武修、彭于真、

謝瑩瑩。

五、團契聚會消息

　防疫期間，四月份各團契的聚會均暫

停，感謝兄姐的配合。

六、讀經運動

1.請兄姊於上班時間內到教會一樓櫃台

索取4-6月(第二季)新眼光讀經本。

新眼光讀經本的內容，亦可至台灣教

會公報社官網讀取。

2.請於上班時間內到九樓辦公室購買

4-6月《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

可用現金80元購買，或用每日靈糧兌

換券50點兌換一本。完成每季作業並

交回者發給3張兌換券以茲鼓勵。相

關事項請向李素芬幹事洽詢。

3.本週讀經進度4/5-4/12

§牧區委員會消息§
本週壽星（四月5～11日）

05日─林本源、黎萬垣、李姵穎、

	 劉沈珠真、林渭淇、李林彩和、

	 歐陳妙、張炳煌

06日─陳悅文、陳怡靜、林麗珠、

	 黃火龍、林杏娟、賴志偉

07日─李星澄、鄭英吉、王貴玲、

	 程守為、孫健勝、林順源、

	 陳惠雅

08日─張晴玉、張家澤、許麗珍、

	 葉彩雲、張瑾玲、潘柏諭

09日─王石梅、何建怡、郝惠梅、

	 許美珠

10日─李凱莉、張韶云、陳美佑、

	 顏有記、李吳玉鳳、蔡凱君、

	 蔡牧心、黃麒倫、歐陽光祐、

	 陳秋香

11日─張振輝、林浩輝、蔡睿鴻、

	 胡晉源、楊發珍

§禱告會消息§
中保代禱事工

　中保代禱事工四至六月為第四期，在

十樓及七樓的禱告箱旁有放置個人代

禱卡【黃色】、教會事工代禱卡【藍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約 12:12-16 太 21:1-46 

週一 路 19:28-34 太 22:1-46 

週二 路 19:35-40 太 23:1-24:2 

週三 出6:2-7 太 24:3-51 

週四 出 12:1-7 太 25:1-46 

週五 出 12:8-14 太 26:1-75 

週六 出 12:21-28 太 27:1-66 

主日 約1:43-46 太 28:1-20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約 12:12-16 太 21:1-46 

週一 路 19:28-34 太 22:1-46 

週二 路 19:35-40 太 23:1-24:2 

週三 出6:2-7 太 24:3-51 

週四 出 12:1-7 太 25:1-46 

週五 出 12:8-14 太 26:1-75 

週六 出 12:21-28 太 27:1-66 

主日 約1:43-46 太 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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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禱告應允感謝卡【紅色】，請

有需要的兄姐可以填寫，填寫前請詳

閱背面的說明。填寫完成請投入設置

於十樓及七樓的禱告箱，會由同工整

理並進行代禱。

　在疫情中若您不便來教會，請寄代禱

　內容至謝瑩瑩幹事信箱

　hsiehyingying@yahoo.com.tw

　將同步為您處理。

全教會禱告會場次

1.清晨禱告會週一～週五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禱告會暫停。

2.全教會禱告會：

　配合蔡牧師查經班，日期另行公告。

§裝備委員會消息§
一○八學年第一學期獎學金頒發：

⑴頒發日期：即日起到實體禮拜開始

(目前預計五月10日)於9:00-17:00

至九樓辦公室找李素芬幹事領取。

⑵欲前來領取者或未能如期領取者，

請務必事先與李素芬幹事聯絡。

§雙連幼兒園消息§
1.109年度第一學期新生開始招生，

招收年滿2歲半以上不包尿布的小

朋友，雙連教會在籍陪餐會友子女

可於四月8日(本週三)以前打電話

向教會辦公室登記，本園將按新學

期名額數個別電話通知。

2.四月7日(二)開放在園生親弟妹電

話登記報名；四月8日(三)開放新

生網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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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主掌權在全球，除去一切

冠狀病毒的危害,醫治眷顧全地居民。

二、為台灣─全台醫護人員有主的保護

，全民配合防疫，有愛心、有合一。

三、為教會─雙連人同心渡過艱難，在

疫情中靠著主有喜樂、有平安。

四、為雙連福利園區─天使、天軍守護

的園區，長者、員工在主裡有平安。

五、為雙連幼兒園─主愛環繞園區，園

兒免於恐懼，快樂學習、平安成長。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神榮耀的

器皿，透過服務社區使人得著幫助。

七、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珮瑜姊妹、林伴姊妹、

　楊鄭英姿長老、許采蘩姊妹、

　賴玲理姊妹、潘鏡洲弟兄、

　陳瑞雲姊妹、李月寶姊妹、

　周曹寶蓮姊妹、陳怡靜姊妹、

　陳為弟兄（陳美佑之父）、

　葉嘉祥弟兄、石正忠弟兄、

　黃卓然弟兄、陳永鏗弟兄、

　蔡興福弟兄、柯淑鈴姊妹、

　高碧霞姊妹、陳淑惠姊妹、

　黃雅惠姊妹、曾瑞華姊妹、

　李受恩弟兄、陳廖正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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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摩西(五)～領受誡命(三)
聖經：出埃及記二十章8-11節；馬太福音十二章9-13節

　　「安息日」在時間上是指一週的第七天，按猶太人的算法，是從禮拜五的日落

到禮拜六的日落。

安息日的意義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       設立的。」（可二27）

一、記念																	：

　　聖經說：「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

來的膀臂，將你從那裡領出來，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五15)。

二、思想														：

		聖經：「我─上主在六天裏創造了天、地、海，和其中萬物，但在第七天休息。

因此，我─上主賜福安息日，定為聖日。」（出廿11）

三、重溫														：

　　聖經：「我也命令他們遵守安息日，作為我們立約的記號。要提醒他們，我─

上主使他們成為神聖的子民。」（以西結廿12）。	

四、身心														：

　　聖經上說：「第七天是分別歸我的安息日。這一天，無論是你、你的兒女、奴

婢、牲畜，或僑居的外族人，都不可工作。」（出廿10）。

安息日裡不安息

一、原為              ，卻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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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為              ，卻變              ：

　　聖經上說：「第七天是分別歸我的安息日。這一天，無論是你、你的兒女、奴

婢、牲畜，或僑居的外族人，都不可工作。」（出廿10）

　　耶穌說，「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法律所允許的。」。「聖經上說：『我要的

是仁慈，不是牲祭。』」。

三、原是              ，卻成              ：

　　聖經：「…他賜福給第七天，聖化那一天為特別的日子；因為他在那一天完成

了創造，歇工休息。」（創二1-2）

　　聖經：「基督已經為我們承擔詛咒，藉此救贖我們脫離了法律的詛咒；」（加

三13）

§讚美歌詞§
【耶穌的愛】

耶穌的愛，是無比的愛，祂用溫柔的聲，叫我毋免驚，耶穌的愛，是永遠的愛，祂

用恩典慈愛做衫給我麻；耶穌的心，是慈悲的心，祂用愛與希望，安慰我心肝，耶

穌的名，是救贖的名，祂用十架寶血替換我生命。

主耶穌，祢是我的拯救，當我看無頭前的路途，主耶穌，祢是我的生命，祢有赦免

我所犯的罪過；主耶穌祢是我的所有，當我失去全部的愛，主耶穌祢是我的一切，

求祢成做我一生的引導。

【和散那歸佇君王】

和散那歸佇君王。恁著出大聲相與吟和散那歸佇君王，歸佇萬王之王。（X2）

佇主名來之王今應該受讚美。佇主名來之王今應該受讚美。祂應該受讚美。祂應該

受讚美。我主騎驢到耶路撒冷。我主騎驢到耶路撒冷。吟和散那！和散那！

［會眾齊唱］和散那，喊和散那，小子大聲吟講；從宮廷透到聖殿快樂唱歌播揚；

對曾抱 到祂胸前祝福 之耶穌，眾小子讚美稱頌，純情全心敬奉，純情全心敬

奉。

［聖歌隊］來吟和散那，來吟和散那，來對君王吟和散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