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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30	 週　　　報 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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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早起來謳咾主............................. 男聲合唱團

宣　　召.... 歷代志上十六章25節......................... 司　會　者

新.聖.詩.... 27首「我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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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篇（聖詩後面第24頁）..................... 會　　　眾

聖　　詩.... 14首「如鹿在直直走」....................... 會　　　眾

讚　　美.... 我寧可有耶穌............................... 男聲合唱團

聖　　經.... 列王紀下四章1～7節(現442頁，台399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六十)～以利沙(五)】.........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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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313首「救主耶穌我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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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首「謳咾天父萬福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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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新造牧師
司琴者：蔡純靖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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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上午11:00

主禮者：Mr..Peter.Truasheim

司　會：Jennifer.Eh

聖　經：John.17:6-19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The	Poetry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Menace	of	Organis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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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敬拜團

聖　　經.... 列王紀下四章1～7節(現442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六十)～以利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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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敬拜團

司琴者:黃 悅 家 姊 妹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楊新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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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線上禮拜事宜

主內敬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由於台灣疫情產生極大的變化，因此我

們必要調整教會聚會方式。根據以下原

則進行：

1.暫停實體禮拜至六月13日(主日)。各

場禮拜採用直播及錄影播出，敬請大

家在家中，照平常習慣的禮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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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敬虔的心

來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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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內各種聚會暫停至六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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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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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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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肢體關懷

　本會已故會友吳月雲姊妹之夫邱獻堂

弟兄於五月20日安息主懷，請兄姊關

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因疫

情關係，不開放參與。)

四、讀經運動

本週讀經進度5/30-6/06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五月23日～六月5日)

30日─李芳伶、蔡聰志、吳禕闓

31日─王帥方、李艷姬、陳子揚、

 賴庭芸

01日─王淑玲、高灑津、戴家誠、

 胡石恩宇、何思怡、林春杏、

 周陳玉鳳

02日─賴雨萱、陳金雪、鍾采蓉、

 劉美蓉、簡銘耀、阮福智、

 吳妍媛、孫曦華、江園枝、

 林秀芬、黃麒融

03日─洪玉好、李世恩、陳子萱、

 張以琳、楊素華、張品樺、

 劉阿珠

04日─廖翔雄、翁靜淑、施綺婷、

 劉哲雄、陸麗莉

05日─潘超慶、歐麗清、陳韵芬、

 沈瑞平、李宜庭、王秋玉、

 楊恩穎

§雙連幼兒園消息§
本週因疫情持續停課中，請為在家中學

習的孩子、家長代禱。也為幼兒園工作

夥伴們停課不停學、在家防疫各項工作

都能順利完備代禱。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主保守各國脫離病毒威脅

，所有醫療團隊並肩扶持對抗疫情。

二、為台灣─主賜下平安，讓疫苗減低副

作用，使每位接種的人有最佳防護力。

三、為教會─雙連人全心信靠主，將憂

慮卸給神，用信心戰勝一切困境。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長者、員工在主

同在中有滿足的喜樂與永遠的福樂。

五、為雙連幼兒園─主將喜樂油澆灌在

園區，生命的江河自由湧流在此地。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神的祝福

在這裡，所有工作人員全力以赴。

七、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珮瑜姊妹、周曹寶蓮姊妹、

　楊鄭英姿長老、許采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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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廖正妹姊妹、　

　張筑涵姊妹。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創 22:1-19 賽 51:1-23 

週一 創 25:19-34 賽 52:1-12 

週二 
撒上 2:18-26； 

3:1-18 
賽 52:13-53:12 

週三 創 37、39 賽 54:1-17 

週四 創 27:1-40 賽 55:1-13 

週五 王下 5:1-14 賽 56:1-8 

週六 約 6:1-14 賽 56:9-57:21 

主日 箴4：11 賽 5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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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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5) 

主日第一場 
(台語)  223  137  992 

主日第二場 
(華語)  445  295  2219 

主日第三場 
(台語)  738  389  2172 

主日第四場 
(英語)  106  50  440 

兒童主日學  512  98  525 
	

5月23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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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以利沙(五)～我的燈需要油
聖經：列王紀下四章1-7節

經文故事

　　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沒有人點亮了燈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燈

臺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太五14-15）

我的燈需要油(一)～上帝親自				　　				～與主			　　				

　　聖經說:「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箴十四26)。

　　聖經：「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箴四十二3)。

　　以利沙問：「我能為你做甚麼呢？」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那常跟我連結，而我也常跟他連結的，

必定結很多果實；因為沒有我，你們就甚麼也不能做。」（約十五5）

我的燈需要油(二)～檢視你所			　　						～				　　				出來

　　聖經：「以利沙問：「我能為你做甚麼呢？告訴我，你家裏有甚麼東西？」寡

婦說：「只有一小瓶橄欖油，此外甚麼都沒有了。」」（王下四2）

我的燈需要油(三)～預備合用					　　				～求主			　　					

　　聖經：「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21）

　　一、儆醒                    ：

　　二、                    自己：

　　三、尋找                    ：

我的燈需要油(四)～			　　					上帝話語～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