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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30(一)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文字傳道事工奉獻主日

(三)上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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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歡欣喜樂................................... 聖　歌　隊

宣　　召.... 約翰福音四章24節........................... 司　會　者

聖　　詩.... 65首「為著美麗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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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篇（聖詩後面第57頁）..................... 會　　　眾

聖　　詩.... 338首「願我能愈愛 ，我主基督」............ 會　　　眾

讚　　美.... 有一位救贖者............................... 聖　歌　隊

聖　　經.... 箴言十九章17節(現830頁，台711頁)............ 司　會　者

　　　　.... 馬太福音十章40～42節(現17頁，台12頁)

信　　息.... 【接待‧分享‧獎賞】.......................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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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42首「在主愛疼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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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新造牧師

頌　　榮.... 511首「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會　　　眾

祝　　禱............................................... 楊新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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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方嵐亭牧師
司會者：楊新造牧師
司琴者：陳淑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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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上午11:00

主禮者：Pastor.Michael.Lu

司　會：Jennifer.Eh

聖　經：John.9:35-41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Seeing	Blindness	』

上午9:00 第二場(華語)禮拜
文字傳道事工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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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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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經.... 箴言十九章17節(現830頁)...................... 司　會　者

　　　　.... 馬太福音十章40～42節(現17頁)

信　　息.... 【接待‧分享‧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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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養代禱............................................... 楊新造牧師

祝.福.歌..... 懇求主 引領我腳步.................. 楊新造牧師與會眾

祝　　禱............................................... 楊新造牧師

領　詩：青少年敬拜團

司琴者:黃 悅 家 姊 妹

主禮者：方嵐亭牧師

司會者：楊新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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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小會公告

　本教會訂於十月24日及31日舉行「長

執改選」，長老執事提名推薦辦法公

告於週報第8頁。

二、線上禮拜公告

　主內敬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上帝的保守，讓台灣的疫情日漸

趨緩，但因為仍然是在三期警戒期間

，所以我們必需調整聚會方式，根據

以下原則進行：

1.實體禮拜暫停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公告解除集會限制為止。暫停

實體禮拜期間，各場禮拜採用錄影播

出，敬請大家在家中，照平常習慣的

禮拜時間，用敬虔的心來敬拜上帝！

　　第一場台語禮拜7:30

　　第二場華語禮拜9:00

　　第三場台語禮拜10:30

　　第四場英文禮拜11:00

　（※影片中，會友敬拜畫面皆為過去

　資料影片，影片的製作過程皆符合

　政府規範。）

2.兒童主日學採線上教學（10:00開始

轉播），請父母陪同孩子學習。成人

主日學暫停。

3.教會內各種聚會活動暫停，至恢復實

體禮拜才開始，正確時間會公告在教

會官網及臉書（Facebook）上。

4.在這個非常時刻，我們應該從個人健

康管理作起，配合政府各項防疫政策

。並且善盡信徒的本份，時時為台灣

的疫情代禱！

　雖然我們暫停聚會，但是不要忘了個

人的靈修生活，我們在家中，每一天

，照教會所安排的讀經進度親近上帝

。也可以時常利用電話或是通信軟體

，與兄弟姐妹互相聯絡，彼此關心！

願上帝保守我們！

◆以下為參加雙連教會線上禮拜的方法

　方法1：到臉書Fa c e b o o k 【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按下

『追蹤』。就可以在每個主日早

上收到當天禮拜轉播的收看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SLPCOfficial?locale=tw_TW

　方法2：打開YouTube 影片搜尋【雙連

教會轉播】選擇當週節目觀看即可。

　方法3：到雙連教會官方網站，上方

橫欄標題的「影音專區」>「零距離

轉播」，點選進去觀看。

　https://www.slpctaipei.

org/sermons-online

三、本週特別事工

　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文字傳道事工

奉獻主日」，感謝台灣教會公報社社

長方嵐亭牧師特別錄製講道影片於本

會的線上禮拜中播放來勉勵、請安及

報告，期盼兄姐能透過禱告及奉獻來

繼續支持公報社所有的文字宣教事工

，讓更多人透過教會公報、耕心週刊

、新眼光讀經本……來認識上帝，得

著祝福。(請各位兄姐透過教會的奉獻

方式來奉獻，並特別註明或打電話到

教會告知是要為「文字傳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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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5‧1‧10」禱告網

　疫情期間教會特別推動「1‧5‧1‧10」

禱告網，邀請各位兄姐同心禱告：每

天1次，5項代禱，1起同心，早晚10

點。禱告的內容，可以在教會FB的官

網或小組、團契的LINE群組中取得，

也希望各位兄姐協助廣傳，邀請更多

人一起透過同心禱告、交託上帝，使

我們領受在基督裡的真平安，並成為

更多人的祝福。

五、以弗所書線上查經課程

　在疫情期間，我們特別在線上推播

「以弗所書的查經課程」，藉著再一

次研讀以弗所書來思想教會存在的目

的，以及我們參與教會的使命！參加

的方法很簡單，請您加入FACEBOOK

「雙連長老教會以弗所書查經班」的

社團。經過簡單審核即可在社團中收

看錄影播出的查經課程。願上帝保守

眷顧我們！

六、總務委員會消息

1.防疫期間，雖採線上禮拜，仍懇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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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讀經運動

1.因疫情關係7～9月新眼光讀經本，

已放置在教會一樓供兄姊領取。

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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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來換取或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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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張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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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週讀經進度7/18-7/25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箴 13：13 耶 1:1-19 

週一 路 15：11-19 耶 2:1-37 

週二 路 15：20-32 耶 3:1-25 

週三 希 12：3-11 耶 4:1-31 

週四 箴 3：5-11 耶 5:1-31 

週五 箴 3：12-20 耶 6:1-30 

週六 箴 3：21-35 耶 7:1-8:3 

主日 箴言 14：24a 耶 8:4-17 



-6-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七月18～24日)

18日─林淑惠、洪艾玫、包庭芳、

 李日升、孫國林、張喬安、

 杜英禎

19日─卓斐芬、林曉鐘、柯文熙、

 鄭南泰、花婕芸

20日─許新柳、謝桂雲、江吳佳蓁、

 吳玉祥、黃清香、周桂美、

 黃滿、蔡靈珠

21日─柯蔡麗麗、李家溱、邱宏仁

22日─洪懿萱、殷耀慶、林順遠、

 黃泓翔、張裕安、林念祖、

 藍偉誠、陳光良、蔡秉勳

23日─黃永錫、陳美先、江玲珍、

 蔡恩典、蘇素貞、蔡淑英、

 林叔潓、蔡仁英

24日─馮媛禎、江來好、紀駿傑、

 張慧娟、吳虹芳、林維德

二、英語牧區事工

多益加強班與中級英語會話班上課日期

將依疫情調整，請注意教會週報及官網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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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各軍事強國不以武力恫嚇敵

方，乃是彼此幫助互相扶持共渡疫情。

二、為台灣─各政黨拋開各自利益與權謀

，齊心為百姓謀求安全安定的社會。

三、為教會─雙連人不分黨結派，有一

樣的心思、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以馬內利的主在

園區，長者、員工歡喜在此聚集。

五、為雙連幼兒園─園兒喜愛的園地，

主喜樂油澆灌，充滿主愛的光輝。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所有的員

工有專業、有熱忱、有愛的服務。

七、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珮瑜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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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卓然弟兄、陳永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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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筑涵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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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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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13) 

主日第一場 
(台語)  91  182  487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52  284  1201 

主日第三場 
(台語)  242  360  1092 

主日第四場 
(英語)  29  44  188 

兒童主日學  44  79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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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長老執事提名推薦辦法

2017年4月2日小會訂定

2017年7月2日小會修定

2021年4月4日小會修定

第一條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長老及執事之選舉， 

　　　　　提名推薦候選人，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1.其本人、配偶或一親等血親，非受聘於本會或本會所屬事業之依聘約經常

　　　　性固定領薪工作者。

　　　2.執事為陪餐滿二年者。

　　　3.長老為曾任本宗教會執事滿二任以上。但情形特殊經中委會同意者，不在

　　　　此限。

　　　4.長老或執事未滿七十歲。

第三條　　本會應選出長老二十人及執事二十四人。

第四條　　執事候選人提名人數，應為前條應選人數二十四人以上。

第五條　　執事候選人來源，分為下列二類：

　　　1.本會現任執事為當然候選人。

　　　2.前款候選人人數，未達第三條所定應選人數者，小會得依前條規定，推薦

　　　　適當人數之人選為候選人，列入提名名單。每位小會員，得提名前項第二

　　　　款執事候選人五人以下。

第六條　　長老、執事候選人，本會應尊重其被提名意願；其不願被提名者，應以

　　　　　書面表達之。

　　　　　被提名之長老與長老或執事與執事，或長老與執事候選人之間，具有配

　　　　　偶或直系血親關係者，應由各該候選人協調由其中一人擔任候選人。

第七條　　本辦法之內容，應於選舉日三個月前公告。

第八條　　本會小會應於選舉日一個月前，確定候選人提名名單，並於確定後次一

　　　　　星期公告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小會通過後施行。

依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規則一、選舉規則第三條、第十二條，與雙連教會及

所屬事業單位領薪工作者資格限制辦法第一條、第二條規定，應轉入本會

具會員籍滿三個月，始具有選舉與被選舉資格，三個月之計算，以入籍登

錄日至選舉或被選舉日止應有三個月以上；且長老、執事任期開始日為一

月一日(含)，該任期開始日，長老、執事應符合下列條件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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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接待、分享、獎賞
聖經：箴言19章17節、馬太福音10章40-42節

一、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二、透過揀選賜福萬民

三、使命三面向

　　1.宣講          快實現了

　　2.透過實際          讓人得到醫治與潔淨

　　3.對人祝福，說「願你們          」

四、心理建設三重奏

　　1.勿過度在意自己          

　　2.有心理準備會遇到困難與          

　　3.要承受          改變帶來的衝突

五、永生三承諾

　　1.            的寶貝價值

　　2.主耶穌基督要            我們

　　3.共同享受美好            

結論

　　以接待、分享、獎賞為主題來邀請大家與我們的文字工作同工，學習主耶穌基

督憐憫身、心、 靈貧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