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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30(一)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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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一○○篇1～2節......................... 司　會　者

聖　　詩.... 173首「上帝此時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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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篇（聖詩後面第21頁）..................... 會　　　眾

聖　　詩.... 16首「上帝是阮逃閃所在」................... 會　　　眾

讚　　美.... 無比的愛................................... 聖　歌　隊

聖　　經.... 約翰福音廿一章15～19節(現182頁，台133頁)...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六十八)～西門彼得(五)】.....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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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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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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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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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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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顏珠令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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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1:1-4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An	Orderly	Account	』

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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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廿一章15～19節(現182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六十八)～西門彼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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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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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詩：Together敬拜團

司琴者：黃 悅 家 姊 妹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顏珠令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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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疫情期間聚會事宜

1.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謝上帝恩典，台灣目前的疫情己經

稍微緩和。如果近期內沒有大的變化

，我們將要在九月26日開始實體及線

上併行禮拜。我們會遵守政府的集會

規範來規劃禮拜，也請大家配合所有

必要的規定！

　為了讓參加禮拜的兄姐可以分流，我

們預定禮拜的時間和地點如下：

【第一場台語禮拜】

　時間：上午7:30（7:00開始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第二場華語禮拜】

　時間：上午9:00（8:30開始入場）

　地點：109號

【第三場台語禮拜】

　時間：上午10:30（10:00開始入場）

　地點：十樓禮拜堂

【第四場英語禮拜】

　九月26日當天，配合原訂的玉山神

學院奉獻主日，仍採錄影，在上午

11:00線上轉播。

　並且，有以下幾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

來配合：

　⑴請欲參加禮拜的兄姐，大家按照各

場次進場的時間到達教會，請勿

過早到達。

　⑵到達教會後請用教會入口的Q R 

CORD 登錄1922（實名制）。然後

依照入口指示進入教會，工作人

員會分發貼紙，請將它貼在口罩

右下方的鬆緊帶上（請勿拿下口

罩），量體溫、噴酒精，搭乘電

梯（每台電梯最多搭乘4人）到指

定樓層禮拜。

　⑶禮拜結束後，請依照司會引導散場。

　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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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牧區：兒童主日學仍採線上教學

(10:00開始轉播)，請父母陪同孩子

學習，青少年組則依牧區公告聚會。

3.成人牧區小組、社青牧區小組及團契

：若要實體聚會須由小組長在三天前

事先預約，場地由教會安排，並提出

參與名單，於一樓管制進出；全程禁

止飲食，並配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

；拍照留資料。

4.詩班：依服事情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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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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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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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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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9/26

§牧區委員會消息§
本週壽星(九月19～25日)

19日─陳俊志、劉桂溱

20日─楊若翎、許清津、陳渝婷、

 陳明雄、陳淑卿、劉純純、

 陳菊、戴孟完、林玉萍、

 楊韻齡、徐千淯、程書恆、

 張以勒、湯秀娥、謝林玉葉、

 陳欣恩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詩 108：13 林後 1:12-22 

週一 出 6：28-7：7 林後 1:23-2:11 

週二 出 7：8-18 林後 2:12-17 

週三 
出 8：1-8、 

   15-17 
林後 3:1-11 

週四 
出 8：20-23、 

      28-32 
林後 3:12-18 

週五 
出 9：1-3.8-9. 

     18-21 
林後 4:1-6 

週六 
出 10：1-4、 

   21-23 
林後 4:7-12 

主日 加 2：20 下半 林後 4: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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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李秋瑤、王錦鳳、陳呂美貞、

 郭王淑霞、蕭世宏、余旻哲、

 程惠德、陳碧惠

22日─張宏德、張俊英、唐羿霖、

 王珍冠、陳徐桀、李傅明珠

23日─李正雄、陳昭文、林敬堯、

 賴悅祈、潘以勒

24日─林定謙、高陳木蘭、王榮昌、

 莊寧寧

25日─林惠珠、陳香吟、林育如、

 張海婷、吳宜瑾、謝瑤馨、

 劉珮甄、許德意、魏子菁、

 葉秀美

§裝備委員會消息§
1.一○○九學年第二學期獎學金頒發事項

　申請日期：至九月26日(下主日)止

　頒發日期：十月17日第三場禮拜中

　備註：

　⑴每學期均可申請，逾期不受理。

　⑵本學習可申請進步獎，學期總平均

　　成績較其上一學期成績進步五分以

　　上，或有三學科成績每科各進步五

　　分以上。

　⑶國小組成績未全部『優』等、國中

　　組成績未全部『甲』等者，須向學

　　校申請分數成績單，並給主日學班

　　級老師簽名以了解其出席狀況。

　⑷兒童主日學學生之外，皆務必親自

　　給各相關牧師簽名以了解其出席狀

　　況。

　⑸獎學金申請表可至教會官網下載，

　　或至教會一樓櫃台索取。

　⑹若有特殊情況，須延後繳交成績單

　　，請先與幹事連絡。

＊2.洗禮造就班

　日期：10/10、10/17、11/7、11/14、

　　　　11/21、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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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資格：

　⑴欲參加十二月26日受洗的兄姐。

　⑵請向郭怡薰幹事索取報名表，並於

　第一次上課時繳交一張生活照（電

　腦檔亦可）。

　⑶需參加本班所有課程。

※課程進行方式(實體或線上開課)將視 

疫情而定，請留意官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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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七星中會利澤簡教會訂於九月25日（本

週六）下午3:00，於失親兒基金會利澤

簡活動中心舉行張仁理牧師盡程退休暨

簡孟正牧師就任第二任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願上帝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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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各國淘汰化石能源，加速

企業綠能轉型，邁向2050淨零碳排！

二、為台灣─萬軍之耶和華眷顧我們，

不懼惡者恫嚇，全民齊心守護台灣。

三、為教會─雙連人在一切屬靈的智慧

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醫治大能湧流在

園區，這裡有榮耀、有平安、喜樂。

五、為雙連幼兒園─智慧、聰明加添在

園兒，老師、員工有主愛的澆灌。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主的平安

在這裡，使人得著醫治、心得安慰。

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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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雅惠姊妹、曾瑞華姊妹、

　李受恩弟兄、張筑涵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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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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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14) 

主日第一場 
(台語)  139  147  671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52  220  915 

主日第三場 
(台語)  183  256  773 

主日第四場 
(英語)  64  35  191 

兒童主日學  67  7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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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西門彼得(五)～愛的力量

聖經：約翰福音21章15-19節

經文背景

　一、後悔痛哭，全然失去盼望：

　二、耶穌受死，生命沒有方向：

　三、忘了使命，甘脆重操舊業：

　四、主的憐憫，重新得人如魚：

愛的力量(一)～									醫治，破碎失意心靈	

　一、愛主勝過這世間：

　二、愛主勝過其他人：

　三、愛主勝過愛自己：

　四、主愛勝過咱愛主：

愛的力量(二)～愛的告白，領受									使命 

　　主耶穌曾說：「我是好牧人。正如父親認識我，我認識父親。同樣，我認得我

的羊；牠們也認得我。我願意為牠們捨命。我還有其他的羊不在這羊圈裏，我也必

須把牠們領來；牠們會聽我的聲音。牠們兩者要合成一群，同屬於一個牧人。」

（約十11-16）

愛的力量(三)～犧牲奉獻，帶來								 

　一、犧牲自由，得         ：

　　接下來，耶穌對彼得說：『你少年的時，用帶自己綁，照所愛的來行遊，獨獨

到老，你要伸手別人就綁你，拖你到不愛去的所在』「我鄭重地告訴你，你年輕的

時候，自己束上腰帶，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綁

著，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二、奉獻生命，得         ：

　　聖經說：「(耶穌說這話是指明彼得將怎樣死，來榮耀上帝。)接著，耶穌又對

他說：「你跟從我吧！」」

　　耶穌曾說：「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得捨棄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要喪失生命；那為我和福音喪失生命的，反要得到生

命。」（可八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