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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30(一)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
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

(三)上午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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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聽阮的聲................................... 西羅亞詩班

宣　　召.... 詩篇一三一篇............................... 司　會　者

聖　　詩.... 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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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篇（聖詩後面第29頁）..................... 會　　　眾

聖　　詩.... 149首A「美妙主耶穌」....................... 會　　　眾

讚　　美.... 來，來就近我............................... 西羅亞詩班

聖　　經.... 使徒行傳一章21～26節(現185頁，台134頁)...... 司　會　者

信　　息.... 【成為上帝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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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道牧師

祝.福.詩.... 513首「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眾

祝　　禱............................................... 蔡政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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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童春發牧師
司會者：蔡政道牧師
司琴者：郭憶婷老師

第第一場：

講員：童春發牧師

宣召：詩篇一三一篇

信息：成為上帝的禮物

聖經：使徒行傳一章21～26節

啟應：19.(詩篇95)

聖詩：47,.149A,.317,513

司會：蔡政道牧師

司琴：郭憶婷老師

讚美：西羅亞詩班

..宣召：聽阮的聲

　讚美：來，來就近我

第二場：

講員：童春發牧師

信息：成為上帝的禮物

聖經：使徒行傳一章21～26節

司會：蔡政道牧師

司琴：黃昭熒姊妹

敬拜團：米利安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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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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1:19-22

讀經者：Jennifer.Eh

講　題：『	Hidden	Blessings	』

上午9:00 第二場(華語)禮拜
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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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宣召、敬拜、讚美、感恩、悔罪）......... 米利安敬拜團

聖　　經.... 使徒行傳一章21～26節(現185頁)............... 司　會　者

信　　息.... 【成為上帝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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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政道牧師

領　詩：米利安敬拜團

司琴者:黃 昭 熒 姊 妹

主禮者：童春發牧師

司會者：蔡政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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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線上禮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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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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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週特別事工

　本主日為總會所訂的「玉山神學院奉

獻主日」，感謝玉神前院長童春發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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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神所有的事工及教學，並願上帝賜福

玉神全體師生的學習及事奉。（請各

位兄姐透過教會的奉獻方式來為玉神

奉獻，並特別註明或打電話到教會告

知是要奉獻給玉山神學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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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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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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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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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讀經運動

1.因疫情關係7～9月新眼光讀經本及

《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於六月

22日起放置在教會一樓供兄姊領取。

2.《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換取及購

買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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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7/4

§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本週壽星(六月27日～七月3日)

27日─王惠玉、蔡又婕、劉美宏、

 許文謙、楊沛庭、姜林銓、蘇澈

28日─歐超班、呂鴻君、王賽美、

 鄭貴美、魏若庭

29日─劉在豪、胡凱蒂、廖湘泠、

 那雅璇、力博宏、宮尚義

30日─林美珍、郭勵安、郭勵平、

 朱斐文、謝淑芬、郭芳礽

01日─張寶雪、謝啟榮、林玫彣、

 程得勝、葉復媛、方朝恩、

 方宏明、方鵬棋

02日─賴哲仁、趙國翔、洪明哲、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箴 10：9 林前 8:1-13 

週一 路 19：1-10 林前 9:1-18 

週二 羅 15：1-7 林前 9:19-27 

週三 箴 14：1-7 林前 10:1-13 

週四 箴 14：8-18 林前 10:14-22 

週五 箴 14：19-27 林前 10:23-11:1 

週六 箴 14：28-35 林前 11:2-16 

主日 箴 18：24 林前 1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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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碩彥、吳王鉁霞、呂振嘉、

 許瑞蘭、曾茂峰、古蓮嬌、

 陳姿憓

03日─連耀乾、尤蔡美珍、朱凌萱、

 郭博美、蘇莉萍、阮銘、

 王花容、李竚晧、張加恩

二、兒少牧區事工

兒童組營會

因應疫情三級警戒時間延長，為降低群

聚感染之風險，暑期活動暫停舉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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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委員會消息§
洗禮造就班

1.因疫情關係，本期課程七月4日開始 

，將以線上授課方式進行。

2.欲參加八月22日洗禮的兄姊，可至教

會一樓櫃檯索取報名表，填寫之後交

回櫃檯;或下載報名表填寫，並回傳

至教會email:benslpc@ms24.hinet.

net，完成報名即可。

3.報名至六月30日截止。

　下載洗禮報名單：

　https://72040ad1-1282-47b2-bd42-

9d84a14dc029.usrfiles.com/ugd/72

040a_01d893078fea4d7ab06a835f801

20e12.doc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氣候變遷、溫室效應、臭  

氧層破壞、水資源短缺願善待地球。

二、為台灣─全民同心繼續抗疫，順服

  政府的各項政策，彼此以恩慈相待。

三、為教會─雙連人與神同行、見證主  

愛，共享主恩、榮耀主名、靠主得勝。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願主的恩惠慈愛

  平安在園區，長者、員工尊主為大。

五、為雙連幼兒園─園兒宅在家與父母

  有好的互動，有主的保護健康平安。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主恩典的

  同在、福音的出口帶領人歸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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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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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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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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2) 

主日第一場 
(台語)  110  174  515 

主日第二場 
(華語)  142  266  1222 

主日第三場 
(台語)  302  356  1228 

主日第四場 
(英語)  54  42  214 

兒童主日學  62  100  429 
 

6月20日	Youtube	後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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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成為上帝的禮物
聖經：使徒行傳一章21～26節

引言

　　使徒行傳一章是攸關見證的預備。主耶穌基督藉著　　　　　　預備門徒作祂

　　　　　　。1-11 聖靈的應許：關於耶穌基督復活後升天的事蹟。12-26  接替

猶大的人：門徒如何揀選人來接替猶大門徒職份的過程，是　　　　　　　。

一、　　　　　　　　

　　使徒們和眾信徒非常在乎使徒團契成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如何補

滿這個懸缺的位分。12缺1的狀況為甚麼那麼地重要？

二、	作伴來　　　　　　　

　　對初代教會來說，使徒團契的完整性是代表「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

候」、「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的人。

三、上主叫馬提亞得這　　　　　　　

　　馬提亞的名字在聖經中，只出現在這裡。但卻是發生特別的事件：上主叫馬提

亞得這　　　　　　。因為他代表一群默默跟隨主耶穌的人之生命能量。

結語

　　在神聖時間、空間與生命關係裡，您是神的　　　，世上沒有第二個您。馬提

亞成為禮物給耶路撒冷母教會，由他補滿使徒團契的破口。讓我們成為始終如一的

與主同行，成為與使徒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