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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30(一)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客家宣教奉獻主日

(三)上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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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敬拜祂..................................... 迦 南 詩 班

宣　　召.... 詩篇十六篇8～9節........................... 司　會　者

聖　　詩.... 36首「我主耶和華， 名是至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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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篇（聖詩後面第23頁）..................... 會　　　眾

聖　　詩.... 246首「上帝愛疼勝過一切」.................. 會　　　眾

讚　　美.... 是公義的主宰............................. 迦 南 詩 班

聖　　經.... 以斯帖記三章4～6節(現599頁，台534頁)....... 司　會　者

　　　　.... 以斯帖記四章10～17節(現600頁，台535頁)...... 司　會　者

信　　息.... 【盡力於美好的位分】.......................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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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31首「我做基督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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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道牧師

頌　　榮.... 510首「謳咾天頂主宰」......................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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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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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謝大舜牧師
司會者：蘇茂仁長老
司琴者：蔡純靖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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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客家宣教奉獻主日

上午11:00

主禮者：Rev..Lian.Chin-Siong

司　會：Jennifer.Eh

聖　經：Luke.10:25-37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Be	surprised	』

上午9:00 第二場(華語)禮拜
客家宣教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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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777敬拜團

聖　　經.... 以斯帖記三章4～6節(現599頁)................. 司　會　者

　　　　.... 以斯帖記四章10～17節(現600頁)............... 司　會　者

信　　息.... 【盡力於美好的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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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道牧師

祝.福.歌..... 懇求主 引領我腳步.................. 蔡政道牧師與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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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詩：777敬拜團

司琴者：李則賢弟兄

主禮者：謝大舜牧師

司會者：蘇茂仁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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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疫情期間聚會事宜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目前台灣的疫情尚未穩定，仍在二級

警戒中，並且規定關於集會，室內空

間人數限制為80人。再加上由於雙北

地區目前每日還有零星的確診個案，

其中也包含無法確定感染源的案例，

而疫苗的注射也尚未普及，所以為因

應這幾項變化，我們的聚會方式，將

根據以下原則進行：

1.主日禮拜：

　維持線上禮拜，並於暫停實體禮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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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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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暫時不實體聚集，待教會公

告後再行通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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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會公告

1.經2021年8月1日小會監選通過，封立

洪秀青傳道師為牧師並聘任為本會關

懷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訂於10月17日

下午3:00與廖惠如牧師就任本會關懷

牧師一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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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2021年9月5日小會通過，青少年敬

拜團正式更名為Together敬拜團。

三、本週特別事工

　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客家宣教奉獻

主日」，感謝總會客家宣教委員會幹

事謝大舜牧師預先錄製講道影片於本

教會禮拜中播放、請安及事工報告，

願上帝賜福客家地區的宣教事工，並

請兄姐繼續為客宣事工關心、代禱及

奉獻。（可利用教會的奉獻管道奉獻

，並請特別註明或來電告知為客宣事

工）

四、肢體關懷

1.恭喜本會會友朱宥綸(陳美束姐妹之

子)‧劉又嘉伉儷於九月7日喜獲千金

，願上帝眷顧新生兒及全家。

2.恭喜陳文士先生與本會會友林宜靜

小姐訂於九月18日(本週六)上午10

點整，在本會十樓禮拜堂舉行結婚

感恩禮拜，願上帝賜福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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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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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週讀經進度9/12-9/19

§牧區委員會消息§
本週壽星(九月12～18日)

12日─羅奕杰、張嘉淳、徐履端、

 王金嬌、趙明傑、蘇麗珠

13日─梁淑琴、彭鉅鈞、陳文薇、

 賴若玫

14日─徐繪珈、陳婉芬、邱小玲、

 許愛惠、廖峰逸、張禎庭、

 王明一

15日─吳璟照、郭禮信、蔡家嘉、

 邱鄭明霞、王聖槐、石瑋婷、

 何曉倩、許文欣、徐子鎰

16日─江若齊(如甘)、呂孟樺、

 彭瑞聰、蔡金鳳、林郁宸

17日─陳昆生、徐逸文、黎耀謙、

 蘇韋如

18日─陳楓元、楊瑋芬、林念億、

 翁芷云、邵諾晞、郭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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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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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來 12：6 哀 1:1-22 

週一 出 2：11-22 哀 2:1-22 

週二 出 2：23-3：6 哀 3:1-42 

週三 出 3：7-15 哀 3:43-66 

週四 出 3：16-22 哀 4:1-22 

週五 出 4：1-9 哀 5:1-22 

週六 出 4：10-17 林後 1:1-11 

主日 詩 108：13 林後 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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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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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連幼兒園消息§
九月17日(本週五)配合國家防災日，全

園將進行地震防災演練，讓各班級熟悉

逃生路線與流程，並教導幼兒正確防災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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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中會大安教會訂於本主日下午

3:00，舉行蘇燕輝傳道師封牧暨就任關

懷牧師授職感恩禮拜，願上帝賜福。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全球淨零趨勢及碳關稅，

並為2050年淨零碳排目標來努力。

二、為台灣─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生態

，使我們所居住的地土能永續發展。

9月5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三、為教會─雙連人都在敬拜中真實的

與主相遇，帶來生命的翻轉與能力。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主的聖潔與健康

日日成就在長者、員工的身上。

五、為雙連幼兒園─老師得著智慧、教

導的恩賜，園兒有喜樂、有平安。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滿有愛與

熱忱的工作人員，使人得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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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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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 

主日第一場 
(台語)  109  160  703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58  217  793 

主日第三場 
(台語)  280  228  815 

主日第四場 
(英語)  66  37  188 

兒童主日學  74  61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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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盡力於美好的位分
聖經：以斯帖記3章4-6節;4章10-17節

一、台灣青年沈芯菱

　　愛家鄉愛土地的慈善家

二、末底改的堅持，堅持什麼？																													

　1.你怕嗎？

　　（以斯帖4:13）就託人給她這樣的警告：「你不要幻想，以為你在王宮裏就會

比其他的猶太人安全。

　　怕什麼？                                 

　2.為了正義、為了使命！做什麼犧牲？                              

　3.看似艱難危險的任務。你如何看？                               

　4.主所交托的→正為了這個時刻。

　　（提多書1:3）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便藉著信息的宣揚顯明出來。我受了付

託，奉上帝─我們救主的命令負起傳揚這信息的任務。

　　（以弗所書5:10）要明辨甚麼是主所喜悅的事。

　5.死就死吧！

三、結論：

　1.委身順服於主

　2.全然交托

　3.靠主得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