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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賴正大執事
司琴者：李旻瑋執事

第一場(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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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篇一四九篇1～2節........................ 司　會　者

聖　　詩..... 21首A「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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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篇（聖詩後面第53頁）.................... 會　　　眾

聖　　詩..... 241首A「我罪極重 得推辭」................ 會　　　眾

讚　　美..... 心靈渴慕之喜樂............................ 曾子恩姊妹

聖　　經..... 哥林多後書五章17～21節(現277頁，台206頁)...司　會　者

信　　息..... 【破鏡重圓】..............................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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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193首「此時當就耶穌」..................... 會　　　眾

奉　　獻..... .(尚未填寫留名卡之來賓請填表後交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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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賓............................................... 主　禮　者

牧養代禱............................................... 主　禮　者

祝.福.詩..... 512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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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默禱謝恩‧恭受差遣)...................... 司　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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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英語)禮拜
( Worship in English )

上午11:00

七樓禮拜堂

主禮者：Rev..Dr..Tan.Yak-hwe

司　會：Jennifer.Eh.

司　琴：Gwyneth.Li

讀經者：Steve.Bryant...

聖　經：Luke.2:22-40;.Isaiah.61:10-62:3

講　題：『		Songs	of	Hope	』

司獻執事：李旻瑋執事、洪明皓執事

上午9:00

十樓禮拜堂

領　詩：米利安敬拜團

司琴者:黃 昭 熒 姊 妹

第二場(華語)禮拜
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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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五章17～21節(現277頁)............司　會　者

信　　息.... 【破鏡重圓】...............................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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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尚未填寫留名卡之來賓請填表後交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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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禮典(洗禮)........................................... 主　禮　者

報　　告............................................... 司　會　者

歡迎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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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禮............................................... 司　琴　者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賴正大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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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台語)禮拜
聖禮典

上午10:30

十樓禮拜堂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陳金泉長老
司琴者：賴心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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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詩..... 我心意愛.................................. 婦女合唱團

宣　　召..... 詩篇一四九篇1～2節........................ 司　會　者

聖　　詩..... 21首A「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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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篇（聖詩後面第53頁）.................... 會　　　眾

聖　　詩..... 241首A「我罪極重 得推辭」................ 會　　　眾

讚　　美..... 上帝永遠同在.............................. 婦女合唱團

聖　　經..... 哥林多後書五章17～21節(現277頁，台206頁)...司　會　者

信　　息..... 【破鏡重圓】..............................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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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詩..... 212首「咱人既然帶罪出世」................. 會　　　眾

奉　　獻..... .(尚未填寫留名卡之來賓請填表後交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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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禮典(洗禮)........................................... 主　禮　者

報　　告............................................... 司　會　者

歡迎來賓............................................... 主　禮　者

祝.福.詩..... 512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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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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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禮拜後，邀請新朋友到十樓貴賓室讓愛網同工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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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本週特別事工

1.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佈，配合秋

冬防疫專案～社區防疫，十二月１日

起進出八大類場所，包括醫療照顧機

構、大眾運輸、賣場市集、教育學習

場所、展演競賽場所、娛樂場所、大

型活動、宗教場所等，均應佩戴口罩

。因此，請大家在禮拜及聚會時務必

全程戴口罩。並養成勤洗手、咳嗽禮

節等衛生習慣，以降低感染風險。願

上帝賜保守！

2.因疫情之故，每主日進入教會須實名

制，若您已是本會在籍會員，持有雙

連關懷卡者，請出示卡片不必再寫名

條，麻煩之處請見諒！

二、洗禮入會

　經小會問道理接納下列兄姊在本主日

受洗及信仰告白後，成為本會會員，

歡迎他們。

1.第二場禮拜

⑴成人洗禮（共6位）

【姊妹】李秀娟、廖采瑾、陳翊庭、

　　　　莊貝潔。

【弟兄】羅兆清、劉哲雄。

⑵堅信禮（共7位）

【姊妹】王韻婷、陶昌璞、黃悅米、

　　　　張馨聆、洪詠嫻、林韋彤。

【弟兄】林立洋。

⑶小兒洗禮（共2位）

盧昀樂(女、父：盧功勳‧母：胡瑞芝)

劉以諾(男、父：劉哲雄‧母：蘇莉雯)

⑷信仰告白（共1位）

　林謙宥弟兄。

2.第三場禮拜

⑴成人洗禮（共11位）

【姊妹】黃秀曼、林麗香、木村由里、

　　　　陳呂美貞、賴睿瀅、陳渝婷。

【弟兄】莊思亮、林榮崇、張洺員、

　　　　楊上毅、鄭力維。

⑵小兒洗禮（共4位）

羅蜜佳(女、父：羅子仁‧母：陳韵昕)

廖智仁(男、父：廖慶隆‧母：劉秀綾)

楊敦晴(女、父：楊司弘‧母：李亭誼)

蘇澈(男、父：蘇德暐‧母：陳亭竹)

⑶信仰告白（共5位）

　邱益萍姊妹、陳紀匡弟兄、

　胡瑜之姊妹、柯浩宗弟兄、

　柯蔡麗麗姊妹。

備註：

1.為維持儀典進行中的莊嚴與秩序，教

會已安排同工負責照相，並會於近期

將照片製成光碟贈送給每一位受洗者

，請親朋好友勿至台前拍照，並於禮

拜結束後再獻花或送禮。

2.第三場禮拜後請所有受洗者留步合照，

再依週報名單順序與親朋好友拍照。

3.照相後，歡迎所有受洗者及親朋好友

中午12:00至九樓聯誼廳參加新生命

餐會。

＊三、歲末感恩禱告會

  時間：十二月31日（本週四） 

        晚上7：30～8：30 

  地點：十樓禮拜堂

  內容：敬拜讚美、禱告、歲末感恩

  ※歡迎所有會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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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體關懷

1.本會會友李宜儒姊妹之父李文錠先生

於十二月8日安息，訂於十二月31日

(本週四)上午11：30在台北市立第二殯

儀館景仰樓3樓至美1廳舉行公祭，請兄

姊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

2.本會會友陳聰敏弟兄之父陳玉階先生

於十二月16日安息，訂於2021年一月

4日(下週一)上午8：30在台北市立第

一殯儀館慎終廳舉行公祭，請兄姊關

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

＊五、總務委員會消息

　2020年度教會帳務將於十二月31日關

帳，請各團契、詩班、小組2020年財

報(含單據、傳票、帳本)，對外捐款

單位、奉獻者明細、講師車馬費、於

2021年元月10日前送交九樓行政中心

許昭萍。

六、任職者就任式

　本會訂於二○二一年一月3日（下主

日）第三場禮拜中舉行「任職者就任

式」，請各委員會信徒委員，以及各

團契、詩班、敬拜團新任同工務必保

留時間參加。

七、主日信息預讀

　下主日講道信息為聖經人物系列

（四十九）～大衛（一），請兄姐事

先預讀撒母耳記上十六章。

八、聖餐主日預告

第一場禮拜（2021年1月3日）

　呂明雪（召）、吳建賢、蘇茂仁、

　阮福智。

第二場禮拜（2021年1月10日）

　呂明雪（召）、吳建賢、蘇茂仁、

　阮福智、顏珠令、賴正聰。

第三場禮拜（2021年1月3日）

　呂明雪（召）、吳建賢、蘇茂仁、

　顏珠令、賴正聰、劉建良、曾仁暉、

洪大川、阮福智、蔡佩芳、張美姬、

曾煥榮、胡清龍、陳金泉。

第四場(英語)禮拜（2021年1月10日）

　呂明雪（召）、吳建賢、蘇茂仁、

　阮福智。

九、讀經運動

※1.歡迎兄姊購買2021年1-3月《聖經

充滿我》經文填充本。

　購買地點：主日早上在十樓走廊；平

日上班時間內在九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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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成每季作業並交回者發給3張兌換

券以茲鼓勵。相關事項請向李素芬幹

事洽詢。

3.本週讀經進度12/27-2021/1/3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路2：40-52 詩篇61篇 

週一 雅4：7-10 詩篇62篇 

週二 弗5：22-24 詩篇63篇 

週三 提前3：4 詩篇64篇 

週四 多3：1-3 詩篇65篇 

週五 弗5：20 伯1:1-22 

週六 弗5：21 伯2:1-13 

主日 太4：1-5 伯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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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委員會消息§
＊一、成人牧區事工

關係佈道課程  

　日期：2021年一月26日(週二)、

　　　　　　  一月28日(週四)

　時間：(週二)上午10：00-11：30、

　　　　　　晚上7：30-9：00

        (週四)下午2：00-3：30

  教室：七樓禮拜堂

  講師：牧師團

  簡介：如果你已經是基督徒，你最愛

　　　的人還沒信主，你願意為他而

　　　學習如何傳福音嗎? 2021年雙

　　　連教會牧師團將教導一個以關

　　　係友誼式的佈道方式，操練傳

　　　福音的課程「關係佈道課程」

　　　歡迎已受洗者參加。

  報名：與蔡牧師查經班方式、時段相

　　　同，只要選擇一個時段報名即

　　　可，即日起至1/17(日)截止，

　　　請向成人牧區幹事温惠、瑩瑩

　　　報名，以便預備教材。

二、本週壽星（十二月28日～一月2日）

28日─徐至貝、劉恩雨、洪暐曄、

 黃彥霖、王韻婷

29日─邱腓力、陳睦杰、鄭朝雄、

 許菀洳、蔡哲仁、歐美惠、

 何慧珍、黃喜枝、張瑞鴻、

 李晏渟

30日─歐惠格、鄭美蘭、鍾雪華、

 林碧花、彭淑妮、陳慧美、

 朱睿哲、黃明付、高香蘭、

 聞靜、任尚崇、王張瓊仙、

 許多、王子亮、林宥吾

31日─楊瓊慧、李健豐、李碧蕙、

 蘇慶能、林宸歆

01日─馮崑崙、王崇翰、陳叡明、

 曾淑瑜、蔡麗芬、鄭敏熙、

 范家禎、林如松、張西庚、

 郭忠禎、郭光雄、鄭永旺、

 張淑貞、曾彥淳、謝忠昇、

 楊恩慈、孫浩維、周軒葰

02日─陳運台、洪茂松、張耕誠、

 李秀霞、邱榮平、林豐美、

 陳金英、莊寬裕、吳志昌、

 蕭百順、鄭德良、潘智恩、

 潘慧恩、孫如霖、岡田庄治、

 王楊智惠、郭阿華、賴絹、

 莊曉晰、莊麗雯、簡美玲、

 林士傑、陳慶龍 

三、兒少牧區事工

1.2021寒假籃球營

　時間：2021年1月25日(一)～27日(三)

　　　上午8:30～下午4:30

　對象：國小五年級～國中三年級(限

　　　額60名)

　地點：新興國中室內籃球場(四樓)

　費用：2020年12月31日前報名完成繳費

　　　者可享早鳥優惠價$1,000元。

　　　　2021年1月1日起回復原價　　

　　　$1,200元。

　內容：球感練習、敏捷訓練 T 字角

　　　錐、防守步法、運球過人上籃

　　　、3對3比賽、5對5比賽。

※請於報名後七日內親臨109號分館一

樓辦公室洽林幹事繳費後，即完成報

名入正式名單，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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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籃球營同工召募

　徵求：行政組、隊輔組、影音組、膳

　　　食組等義工數名。

　對象：高中生～家長皆可

　訓練時間：

　　1月23日(六)上午9:00～下午4:30

　　1月24日(日)下午1:00～下午4:30

　地點：109號三樓＆新興國中室內籃

　　　球場

※上述報名：https://www.slpcym.

org/winter-break-basketball-camp  

四、英語牧區事工

　EM詩班於本主日下午2:00，受邀參與

中山教會舉辦的婦女合唱團分享會。

§禱告會消息§
中保代禱事工

　在七樓及十樓的禱告箱旁及座位前，有

放置個人代禱卡【黃色】：請勾選禱告

期限分〝緊急〞一個月、〝一般〞三個

月，教會事工代禱卡【藍色】及禱告應

允感謝卡【粉紅色】，請有需要的兄姐

可以填寫。填寫完成請投入設置於七樓

及十樓的禱告箱，會由同工整理並進行

代禱。

全教會禱告會場次

1.清晨禱告會週一～週五

　時間：7：00～8：00

　地點：十樓靈修室

　主理：週一彭榮道牧師、週二梁唯真

　　　　牧師、週三洪秀青傳道、週四

　　　　薛淑玲牧師、週五國定假日休

　　　　息一次。

2.全教會禱告會：

　下一期將於2021年三月16日開始，週  

二10:00～10:20、19:30～19:50及週

四14:00～14:20舉行，歡迎兄姐參加

，與上帝親近，並一起為各樣需要代

禱。上帝親近，並一起為各樣需要代

禱。

§裝備委員會消息§
※聽故事學聖經

　日期：2021年1月10日起，共12堂課

　時間：每主日9：00～10：00

　教室：109號202教室

　講師：康為恭、許雅玲、李弘喆

　簡介：用聖經故事串起整本聖經的架

　　構，讓學員對聖經能有初步

　　的認識。

　對象：新受洗的兄姊或慕道友及想複

　　習聖經的弟兄姊妹。

　報名：洽李素芬幹事或線上

　　報名。

§聖樂委員會消息§
「齊來頌讚上主」詩班合唱研習會

　時間：2021年1月10日（日）

　　　　下午2:00～5:00

　地點：本會十樓禮拜堂

　合辦：匯恩聖樂中心

　指導：台灣神學院音樂系教授

　　　　陳琇玟老師

　費用：每人300元(含2本歌譜及講習費)

　報名：本教會現任聖樂事奉者請洽郭

怡薰幹事，其餘請洽穆弟兄2905-

0317，至2021年1月3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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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連幼兒園消息§
幼兒園徵求優秀人才，歡迎會友推薦！

　徵求：1.合格幼教師 2.廚工 3.幼童

　　車駕駛 4.幼童車隨車人員 5.園藝

　　管理員 6.總務主任。

　應徵方式：請將履歷以e-mail或郵寄

　　方式應徵，待通知後面談。

　e-mail：kgslpc@ms34.hinet.net。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221

　　　　號（信封請加註應徵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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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團契聚會消息§
一、松年團契

　時間：十二月28日(本週一)上午9:30

　地點：七樓禮拜堂

　內容：年終聚會

二、客語團契

　二○二一年一月2日（本週六）因逢

元旦假期，聚會暫停一次。

§教界消息§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紀念醫院訂於十二月31日（本

週四）上午10:00，於平安樓13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第六

任院長翁順隆醫師授職暨就任感恩禮

拜，願上帝賜福。

二、加利利宣教中心訂於二○二一年一

月1日(本週五)下午2:30，在中心漂

流木方舟教堂舉行羅仁貴牧師就任第

二任總院長授職禮拜，願上帝賜福。

§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眾教會儆醒禱告，尋求神

心意，明白己任，得著實踐的力量。

二、為台灣─主真理之光照耀全台，公

義、和平彰顯其中，喜樂充滿全地。 

三、為教會─雙連人潔淨口舌、離惡行

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四、為雙連安養中心─福音種籽在此發

芽茁壯，長者、員工有活潑的生命。

五、為雙連幼兒園─師生領受神豐盛的

恩典，見證主榮耀的同在。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有熱誠的

接待與服務，使人得著幫助與安慰。

七、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珮瑜姊妹、蘇鳳娥姐妹、

　楊鄭英姿長老、許采蘩姊妹、

　賴玲理姊妹、潘鏡洲弟兄、

　周曹寶蓮姊妹、陳怡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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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月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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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一、月獻(共222,400元)

    100元 林宥吾  

    300元 韋宇航  

    400元 王永慈  

  1,000元 鄧聲仁、吳承諭、吳宜靜、

洪瓔香、蘇阿珠、柯佩萱、李之光

  1,200元 莫凱崴  

  1,700元 CHY  

  2,000元 吳孟勳、吳孟輯、曹玉玲、

陳紀匡、(黃世文‧陳足花)  

  3,000元 林和美、張美琦、王妙月  

  4,000元 賈藹華  

  4,500元 王昱善  

  5,000元 吳建賢

  5,200元 陳麗瑾  

  6,000元 陳家祥、王美完、

(王瀚翊‧溫珮妤)  

  8,000元 03121022  

 10,000元 王育美、簡文琳  

 12,000元 (林福音‧李純玉)  

 20,000元 (黃武修‧葉翠麗)  

 36,000元 (吳李茂‧劉惠珠)  

 60,000元 梁唯真  

二、感恩奉獻(共329,000元)

    100元 陳河源、朱加容、郭廣灣、

陳淑卿、蔡鴻瑋、高旭亨、陳翊庭、

賴庭芸、方宏明  

    200元 徐家駿、朱加宏、王詹合  

    500元 0073、吳建賢、陳苑嬋  

  1,000元 鍾廷宜、吳文曼、黃毅明、

謝素貞、 陳慧茜、新芮企業社  

  2,000元 楊麗珠、(張永松‧許阿美)、

(潘鏡洲‧潘容慧)  

  3,000元 3710  

  5,000元 陳品皓、有志、

酷必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8,000元 李美翰、台北市農會

 20,000元 吳大衛  

 60,000元 曾雅國遺族  

200,000元 (林神佑‧陳麗菊)  

三、聖誕節(共602,777元)

     26元 徐銘鴻  

     50元 home129、王明一  

    100元 顏梅花、陳枝梅、林郁宏、

王儷雯、呂書賢、蘇佳音、黃悅米、

李永興、李庭秀、張峻維、張凱嵐、

邱子容、周欣樺、陳諾亞、陳榮恩、

蔡鴻翔、高旭昇、雷庭、林立洋、

劉嘉文、陳書羽、陳穎川、林倢安、

洪芷葳、穆相安、杜信夫、李吳玉鳳、

莊麗雯、陳玲光、葉至菁、李蒼容、

張怡文、李佳慧、劉晉甫  

    200元 林幸儒、楊濟鴻、賈藹華、

黃悅家、王昭貹、林維德、蕭凱中、

林子睿、幸福、李秀娟、藍偉誠、

劉維珍、李佩佩、謝秀青、李麗卿、

黃英玲、(楊恩雨‧揚以樂)  

    300元 5236、高鄭碧霜  

    400元 John Yen  

    500元 侯秀珠、林念鞍、盧光昭、

李怡瑩、李碧蕙、許嘉豪、陳思罕、

王彩月、朱世輝、張斯琪、邱益萍、

陳金雪、梁素貞、郭怡綾、林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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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慧美、楊素月、1021  

    600元 (徐源富‧高灑津)  

  1,000元 AL4139、方雅芬、阮子倫、

0501、052313、282107、陳頌恩、0068、

曹鴻文、陳淑娟、何惠珠、游玉玲、

蔡鄭文霞、魏彩宛、林麗招、蔡貞貞、

謝江坤、阮福智、楊秀萍、呂美麗、

高菊英、張馨恩、林宜燕、張麗珍、

林真 、林素珍、王先德、蘇淑娥、

黃惠美、褚月桂、林雅珍、高秀美、

李長墻、林志誠、鄭亞拿、謝柯鈴、

楊素貞、許國舜、陳呂美貞、廖玲珠、

唐朝陽、呂簡清蓮、黃雪娥、吳易軒、

張月娥、許淑華、洪慧瑛、王李秋美、

李凱文、吳生龍、陳學林、周張秀女、

高文愷、胡瀞化、李汪鎮、李榮顯、

林淑裡、劉正雄、蔡翁彩嬌、連惠媛、

0701-1、阮曉春、黃珮璇、邱陳麗雲、

邱隆志、周銀、林正森、王秀隆、

吳慶輝、廖淑芳、康陳彩芬、卓佳淑、

郭蔡冰心、陳姝蓉、范丁文、賴昇亨、

林李淑美、朱安美、(楊東霖‧郭怡薰)、

(藍德崇‧顏珠令)、(洪大川‧林香吟)、

(薛淑玲‧黃奉銘)、(張嘉祥‧李雅萍)、

(陳運台‧廖正妹)、(盧錦芳‧陳秀靜)、

(吳菜霞‧尤鵬雄)、(邱錫鎔‧康怡君)、

(劉世昌‧戴孟完)、(鄭德貴‧許采蘩)、

(楊德興‧顏淑卿)、(李嘉興‧吳佳蓁)、

(李哲仁‧姜信妹)、(劉人豪‧陳麗香)、

(許安雄‧林寶珠)、(李漢祥‧賴美秀)、

(吳易軒‧妮蓁‧恩霖)  

  1,200元 黃淑芳、黃金榮、謝國璋、

田孟淑、(郭敬裕‧劉麗卿)、

(陳家倫‧陳俐伶)  

  1,600元 (徐源富‧高灑津)  

  2,000元 1529、陳品皓、白崇聖、

洪裕發、林美薰、林衍馨、劉沛杉、

劉思辰、王秋玉、黃月琴、李雪珠、

蔡美貞、郭美智、陳金鳳、簡文琳、

陳瑋今、楊承暉、陳惠美、黃子芸、

楊麗芳、蘇明源、黃昭明、胡清龍、

9015、徐慈蓮、吳孟勳、許宗熙、

王春香、李詩禮、余慶璋、王育美、

陳慧美、陳素月、黃輝東、陳明月、

高瑞穗、(王彥鈞‧胡夏萍)、

(洪懿萱‧陳素英)、(吳信昌‧張嫚容)、

(簡嘉慧‧許以諾)、(蔡政道‧劉郁茗)、

(黎萬垣‧劉梅英)、(林建智‧黃昭熒)、

(王盈智‧陳淑琴)、(尤蔡牽‧尤軒梅)、

(鄧霖銘‧王真惠)、(邱德明‧陳意敏)  

  2,500元 (陳道南‧陳韵芬)  

  3,000元 黃毅明、林貞吟、黃瓊代、

鄭敦仁、(陳元德‧陳美螢)、

(郭敬恩‧洪淑貞)、(陳英哲‧林菊芳)、

(張宏德‧戴麗珠)、(蔡恩典‧洪麗環)、

(陳山傑‧龔秀蘭)、(林順源‧林美雪)、

(蘇明仁‧賈桂欣)、(賴正聰‧吳佳蔚)  

  3,200元 曹子慶  

  4,000元 龔恕儀  

  5,000元 王賽美、陳素蘭、許純貞、

盧美惠、李嘉明、陳誠文、林杏娟、

(鄧明斌‧蔡鳴鳳)、(尤俊明‧林碧芳)、

(容宗斌‧王智慧)  

 10,000元 林叔潓、李宜霖、王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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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騰、王文欽  

 20,000元 2028、莊寬裕、何怡萱  

 30,000元 2027  

 47,751元 有志

100,000元 石隆津

四、西羅亞詩班(共6,500元)

    500元 黃微雅  

  6,000元 六家教會  

五、退休傳教師(共8,555元)

    100元 彭恩力、彭恩佳、Gloria  

  2,000元 王育美  

  6,255元 彭浩恩  

六、聖歌隊(共2,000元)

  2,000元 周春陽

七、EM詩班(共1,000元)

  1,000元 王儷雯

八、松年團契(共20,000元)

 20,000元 曾雅國遺族

九、雞啼團契(共5,500元)

  2,500元 有志

  3,000元 (鄭英吉‧馬珍珍)

十、椰子團契(共125,000元)

  1,000元 (李竚晧‧李弘喆)

124,000元 郭敬恩

十一、迦拿團契(共5,000元)

  5,000元 李嘉明

十二、客語團契(共16,000元)

    100元 彭恩力、彭恩佳

    200元 有志

  1,000元 陳翠玉、鄭美娥、林瑞嬌、

無記名

  5,000元 (陳榮吉‧徐秀朱)

  6,600元 0501

十三、愛加倍小區(共20,000元)

 20,000元 曾雅國遺族

十四、活水B組(共1,000元)

  1,000元 林木順

十五、磐石小組(共1,000元)

  1,000元 3,710

十六、葡萄樹小組(共5,000元)

  5,000元 吳大衛

十七、馬槽捐(共57,981元)

     10元 程羿嘉

    200元 杜泳霈

    300元 有志

    600元 周佳儒

  6,871元 李素芬

 50,000元 (李經緯‧王莉媌‧李彥䝷)

十八、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共11,000元)

  1,000元 黃珮璇

  2,000元 張麗寬、(廖顯明‧吳瑞月)

  3,000元 2827

  5,000元 莊甘妹

十九、小西羅亞(共4,000元)

  2,000元 趙慧君、(廖顯明‧吳瑞月)

二十、安養中心

感恩奉獻：共10,050元 

    100元 邱羅月英、穆榮章

    200元 廖明美

    500元 沈瑞平、陳愛治

  1,000元 王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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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0元 有志

為聖誕感恩奉獻：共32,000元 

  1,000元 周金木、蘇高秀敏、有志

  2,000元 劉煥欽、梁瑞音、NO.0921、

韓吳期敏

  5,000元 徐望志&徐曾鳳英

  6,000元 NO.2527

 10,000元 陳家聲

為宣教福音事工奉獻：共3,100元 

    100元 吳佳玲

  1,000元 NO.2527

  2,000元 有志

為中心長者照顧奉獻：共1,000元 

  1,000元 NO.2527

為中心設施設備奉獻：共1,000元 

  1,000元 NO.2527

為員工宿舍奉獻：共1,000元 

  1,000元 NO.2527

為雙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奉獻

：共5,000元   

  2,000元 NO.2527

  3,000元 楊瑛

為雙連安養中心週間(12/10-12/16)

奉獻：共21,523元

  1,000元 李淑芬

  2,000元 黃士育

  3,000元 林於峯、國立陽明大學

  5,000元 蘇嘉瑞

  7,523元 北之特樂銀股份有限公司 

為雙連安養中心廿週年紀念書「愛心

書捐」活動奉獻：共1,000元

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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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22) 

第二場 
(華語) 

140	 69	 539	

第三場 
(台語) 

452	 148	 1060	

	

§主日聚會人數§

第一場禮拜(台語) 76 人 4050 元  
第二場禮拜(華語) 253 人 6107 元  
第三場禮拜(台語) 585 人 22639 元  
第四場禮拜(英語) 93 人 2710 元  

小 計 1007 人 35506 元  
福利園區禮拜 176 人 4730 元  
兒童主日學 159 人   
成人主日學 190 人   
EM 兒童俱樂部 25 人   

 

  1,000元 張桂娟

二十一、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為獨居老人送餐服務：共144,000元

  2,000元 NO.1529

 20,000元 台北市城南扶輪社、台北百

城扶輪社、台北市上城扶輪社、台北

百華扶輪社、台北中城網路扶輪社、

台北華城扶輪社

 22,000元 台北西城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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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小組聚會表
                       

  

   
  

組 別 聚 會 時 間 聚 會 地 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東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楊
新
造
牧
師 

磐 石 小 組  每週一晚上 7：00 
美 姬 的 家  

0933-207778 
張美姬 

鄭敦仁‧張麗寬 
12 

嗎 哪 小 組  每週四下午 1：30 806 教 室  
顏珠令.呂明雪 

陳金鳳 
16 

永 康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上午 10：00 1101 教 室   胡清龍‧邱錫鎔 
2021 年 

1/9 

圓山信心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四下午 2：00 1101 教 室  潘邦明 
2021 年 
1/14 

圓山愛心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五 
晚上 7：30 

七 樓 圖 書 館  廖淑惠.戴孟完 
2021 年 
1/15 

圓山盼望小組 703 教 室  陳孟宗.劉世昌  

賴
昇
亨
區
長 

加利利 1 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晚上 7：30 802 教 室  張西庚.陳惠娟 9 

加利利 2 組 每週二下午 2：00 十 樓 靈 修 室  潘貴玲 12/29 

加利利 3 組 每週五上午 9：30 1101 教 室  游素貞.陳兼吉 3 

以利沙小組 
2021 年一月 23 日(六)上午 8：30 
捷運板南線 永春站 4 

四獸之旅 
虎豹獅象 

楊德誠 
0910-950990 

2021 年 
1/23 

西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梁
唯
真
牧
師 

中 山 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一晚上 7：30 十 樓 靈 修 室  吳璟照‧陳明月 22 

中 山 長 青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中午 12：30 702 教 室  林翠微 12/28 

曾
仁
暉
區
長 

行 政 院 1 組  每週四中午 12：30 行政院 郭美君 12/31 

漁 海 小 組  每週四中午 12：00  漁海公司 王文賢‧王儷娟 10 

劉
建
良
區
長 

愛 加 倍 小 組  每週三晚上 7：00   12 樓 劉建良‧林素珍 12/30 

路 加 小 組  每主日上午 10：30 12 樓 張正聰‧盧美年 12/27 

幸 福 得 人 小 組  每主日上午 10：30 805 教 室  陳 素 惠  23 

英
語
牧
區 

 

Young 

Professional 

Fri  7:30PM    
每月第二、四、五週五晚上 7:30 

Room 801 Susie Ho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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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小組聚會表
組 別 聚 會 時 間 聚 會 地 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洪
秀
青
傳
道 

賴
正
聰
區
長 

園 中 園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五晚 7：30 702 教 室  吳怡德 
2021 年 

1/8 

恩 典 1 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下午 12：00 703 教 室  許雅玲‧吳佳蔚 12/27 

恩 典 2 組  每月第一、三週六上午 9：30 801 教 室  
李儷玲 

高嫚嬪.林錦杏 
7 

恩 惠 小 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下午 12：00 703 教 室  
黃宛真 

熊祖毅.林美舒 5 

李
汪
政
區
長 

社區永勝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三下午 1：30 802 教 室  曹白雲 寒 休  

社區得勝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三下午 1：30 802 教 室  林碧花 12/30 

社區興勝小組 每週四下午 3：30 803 教 室  郭俊雄 45 

葡萄樹 1、2、3 組 
每月一、二、三、四 
週日中午 12：00 

807 教室、圖書館 
109 號 205 室 

陳楓元、 
王秀錚、吳大衛 83 

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薛
淑
玲
牧
師 

天母小組 2021 年一月 13 日週三晚上 7：30  703 教室 陳秀芬‧洪大川 
51 

呂底亞小組 2021 年一月 14 日週四晚上 7：30 703 教室 葉翠麗‧張玉英 

提多小組 2021 年一月 15 日週五早 10：00 703 教室 施麗清‧蘇麗月 2021 年 
1/15 

但以理小組 十二月 7、21 日週一上午 10：00 802 教室 卓斐芬‧林慧芬 23 

張
宏
德
區
長 

活水 A 組 每月二、四週六下午 2：30 802 教室 張宏德‧陳麗香 2021 年 
1/9 

活水 B 組 每月一、三週六下午 2：30 802 教室 蘇明源‧藍惠璋 2021 年 
1/16 

蔡
佩
芳
區
長 

喜樂小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中午 12：00 
(一週 803 教室；三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 教室 張嘉祥 11 

以樂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中午 12：00 
(二週 803 教室；四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 教室 劉恒春 12/27 

兒
少
牧
區
區
牧
︓
彭
榮
道
牧
師 

國中組 輔導：林秀貞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3 樓 

張馨恩、張凱嵐
陳宜倩、劉在豪 38 

高中組 輔導：林素珍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1 樓 

洪明皓、林謙宥
王聖槐、劉秀慧

花婕芸 
32 

大專組 輔導：鍾雪華、姜林銓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202 室 林可馨、劉書雅 16 

 

楊
新
造
牧
師 

社
青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社青男女小組 輔導：王文賢、王儷娟、 
   曾仁暉、劉思辰、洪瓔香 
每週日 10：15～11：45  

703 室 李友仁 8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楊開文 15 

新婦小組 109 號 204 室 周欣樺 7 

I Believe 信福小組 
輔導：劉建良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206 室 蔡語恩 13 

合   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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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號為新課程，請向李素芬幹事報名。

裝備課程表（DISCIPLESHIP）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教  師 教 室 
上週 
人數 

聖經 
課程 

約翰福音 
主日 

9:00～10:00 
黃英霓、林久恩 807 31 

新眼光讀經分享 
主日 

9:00～10:00 
林神佑、蔡佩芳 

黃奉銘牧師 
801 6 

台語讀經 
週二 

19:00～21:00 
楊新造牧師、林宜靜 802 7 

※聽故事學聖經 
主日 

9:00～10:00 

康為恭、許雅玲 
李弘喆 

1/10、1/17、1/24、1/31 
2/7、2/21、2/28、3/7 

3/21、3/28、4/11、4/18 
共 12 堂課 

109 號 
202 

2021 年 
1/10 
開課 

查經 
課程 

英語查經 
主日 

9:00～10:00 
Peter Jackson Barban 802 6 

共觀福音查經 

(馬太福音 5-7 章) 

週二 
10:00～11:30 

課程已結束 
十樓 

禮拜堂 

51 

週二 
19:30～21:00 

54 

週四 
14:00～15:30 

課程已結束 
七樓 

禮拜堂 
31 

語言 
課程 

台語文 
新約羅馬字版、啟應文導讀 

主日 
9:00～10:00 

陳金泉 1101 4 

                   合   計 190 人 

§牛埔庄講義所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時間 老師 教室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09:30~11:30 盧俊義牧師 十樓禮拜堂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詩篇⑵查經班 週五 09:30~11:20 盧俊義牧師 
本週暫停 

申命記查經班 週五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台語羅馬字班 週六 9:00~12:00 陳金泉老師等 八樓 803、8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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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十二月 27 日（日）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09:00 節奏、直笛班    （804、805、806室）  13:00 社區大合唱       （109-1 樓） 
09:30 婦女合唱團     （7 樓禮拜堂）  13:30 得勝小組           （802 室） 
10:30 國中、高中、大專、新婦、  14:20 日文班             （801 室） 

 信福小組           （109 號）  19:00 愛加倍小組          （12 樓） 
10:30 社青男女組         （703 室）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十二月 31 日（四）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10:30 路加小組            （12 樓）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室） 
11: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3:0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恩典 1组           （703 室）  13:30 嗎哪小組             （806室） 
12:00 兒主教師會議       （806 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10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小組  15:30 社區興勝小組         （803室） 

    （807、109-1 樓、圖書室）  19:30 歲末感恩禱告會  （10樓禮拜堂） 
12:00 新生命餐會       （聯誼廳）   二○二一年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1101室）  一 月 1 日（五）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一 月 2 日（六）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一 月 3 日（日） 
13:00 兒少牧區陪讀班      （109-2樓）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13:00 兒少牧區數學班    （109-204室）  09:00 兒童節奏班         （805 室） 
14:00 敬拜團訓練  （702、12樓練團室）  10:10 聖餐前小會     （靈修室） 
十二月 28 日（一）  10:30 國中、高中、大專、新婦、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信福小組           （109 號） 
09:30 松年團契       （7 樓禮拜堂）  10:30 社青男女組         （703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2:30 中山長青小組       （702 室）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2:3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路加小組            （12 樓）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1: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2:00 恩惠小组           （703 室） 
19:00 米利安敬拜團(703、10樓禮拜堂）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803室） 
19:30 加利利 1组         （802 室）  12:00 兒主教師A组        （804室） 
十二月 29 日（二）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6 室）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12:00 葡萄樹小組 
09:00 AA Open           （1101 室）       （807、109-1 樓、1101 室）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702、703 室）  12:00 成牧關係促進組會議   （會議室） 
13:40 馨香合唱團         （703 室）  13:00 EM詩班         （7樓禮拜堂） 
14:00 加利利2組        （靈修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10樓禮拜堂）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3:00 兒少牧區陪讀班      （109-2樓）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13:00 兒少牧區數學班    （109-204室） 
十二月 30 日（三）  14:00 敬拜團訓練  （702、12樓練團室）  
2020年12月28日～2021年1月1日（一～五）晚上6:30，Ｋ書中心（109號2樓） 
2020 年 12 月 28、30 日（一、三）上午 9:30，故事屋（109 號 1 樓） 
2020年12月29～31日（二～四）下午2:00、晚上7:30，桌球活動（109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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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見證分享§
邱益萍

　　二十四歲那年我認識了主，但是我並沒有將自己交託給主，邀請祂做我未來人

生的指導老師。半年後我離開教會不再學習主的教導，自做聰明的去追求世俗的虛

榮心。

　　三十四歲那年我結婚了。當第一個孩子在產檢時，被醫師宣告是「罕見疾病

兒」時，我深信一定可以治癒的。數月後孩子生下無法呼吸，醫師宣告他們無法挽

救這條小生命，我不知所措求助無門。隔年當我迎接第二個孩子時，同樣是產檢

時，相同的醫師和我說相同的產檢報告。在考慮之後，我提早引產結束了第二個孩

子的生命。夫妻關係因為要不要繼續生養孩子的問題，意見分歧到關係降到冰點。

最終無法和平協議離婚，以分居兩地方式，暫時解決惡化的夫妻關係，數年後才離

婚。

　　四十九歲那年年底我再次遇見主，主差遣祂的信徒我的同學，借由醫院一同探

視癌末同學的機會，再次邀請我去教會，一起學習主的教導，我滿心歡喜答應了。

在教會裡牧師教導我們，放下肩膀上的重擔給主耶穌，凡事交託仰望求主指引。當

我大小事都向主求時，內心裡有著平安。當有喜悅的事時，更是不停的感謝主的恩

典。

　　五十歲那年年初我受洗了。感謝主，對迷途羔羊的我不離不棄，始終守護著

我，要我走在主的真理大道上。更感謝主的引領，帶我來到雙連教會這個大家庭，

享受兄弟姊妹之間滿滿的關愛和祝福，讓我甘心樂意獻上自己，學習為小事忠心服

事主，為大事高聲讚美主。天天過著祈求主，相信主，盼望主，等候主的日子。

胡瑜之

　　我出生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有祭拜佛教偶像的習慣。記得小的時候，

有一天早上起床，媽媽跟我說今天要帶我去皈依佛門，我不太了解那是什麼，就跟

著去玩了。從小到大，我也一直都信仰佛教，我覺得向佛祖誠心祈求很有用，例如

有一次考試考得很差，我知道我一定會被我爸揍得很慘，所以我跟佛祖祈求今天不

要被揍，當天就奇蹟似的度過了平安的一天。所以我一直毫無疑問的相信著佛祖。

　　直到大學，我進了基督書院，開始聽到牧師說，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宗

教偶像都是撒旦所造的謊言，要迷惑人類不去相信唯一的真神，這些論點開始對我

有很大的衝擊，且完全無法接受。內心便默默地向上帝說請你不要呼召我，我不要

成為基督徒。然而，我的內心一直在想，如果上帝是真神，那不信的人會下地獄這

件事就是真的。我就這樣每天在學校裡帶著滿心的抗拒，滿腦的疑惑，我向上帝禱

告說如果你是真神，就讓我明白我這滿腦的疑惑。幾年來，我做了好幾次的決志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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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禱告後就會做個幾天的噩夢，然後再逐漸退去我的信心。

　　一直到升大三的暑假，我到英文補習班打工，一位英文老師邀請我去參加讀書

會，我到了那裏感覺到這個地方氣氛詭異，一位阿姨正在向一位高中生說話，但女

學生的表情像被催眠一樣好像心智都被控制住了，我感覺他們可能是一個宗教團

體，但這個地方的人還是不斷向我解釋他們是一個單純的讀書會，我上網查詢了他

們的地址發現是統一教。我開始想起在基督書院老師、牧師所講過的話 “撒旦的

謊言”，當下我心裡就很確定我要成為基督徒，我開始感覺到這個社會充滿了很多

不同的〝假道理〞，我知道我有限的智慧無法判斷，從今以後，我要以聖經的話，

上帝的話做為真理，這樣我就可以很清楚、很明白什麼才是真理了。

　　這位英文老師邀請我參加讀書會後很快就發生臨時的狀況需要離開補習班，接

著來的一位新老師告訴我她是一位基督徒，我聽了很開心，我告訴他我想參加教

會，她便立刻告訴我當晚牧師家中就有一個小組團契邀我一起參加。這個晚上，我

聽著牧師說，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受洗以後，我們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我聽了之後內心就不斷的跟上帝說，我想立刻受洗，我非常想成

為基督徒。上帝好像聽到了，也同意了，牧師突然停下來對我說，你想不想受洗成

為基督徒? 我立刻點頭，讓牧師當晚為我受洗了。

　　上帝非常的奇妙，如聖經故事中看到的，祂不會用固定的方式來完成祂要做的

事，今日回想起來，我仍感謝主接納我，揀選我，讓我成為基督徒，有上帝可以依

靠的孩子真的很幸福，我知道當我生命中有任何的疑惑，困難我都可以向祂祈求，

我永遠猜不到神要怎麼做，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只要知道神所預備的一定都是最好

的，我要一生跟隨主耶穌，願主引領我永遠不偏離祂的道路。

陳呂美貞	

　　參加洗禮造就班之前，或許耳聞目睹娘家成員陸續的受洗，家庭氛圍的轉變，

對事務觀點全然的有所不同。而我也參加了教會的婦女合唱團（大約6年）。

　　近年來面對自己的暮年生活中種種的枷鎖重擔，確實有些疑慮力不從心，心想

如果全能的上帝基督能成為我所依靠，期望的是祂正向的能量，能賦予我更精進的

智慧和勇氣，面對往後的日子。

　　就如以弗所書6:10-11所言：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

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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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小組聚會表
                       

  

   
  

組 別 聚 會 時 間 聚 會 地 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東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楊
新
造
牧
師 

磐 石 小 組  每週一晚上 7：00 
美 姬 的 家  

0933-207778 
張美姬 

鄭敦仁‧張麗寬 
12 

嗎 哪 小 組  每週四下午 1：30 806 教 室  
顏珠令.呂明雪 

陳金鳳 
16 

永 康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六上午 10：00 1101 教 室   胡清龍‧邱錫鎔 
2021 年 

1/9 

圓山信心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四下午 2：00 1101 教 室  潘邦明 
2021 年 
1/14 

圓山愛心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五 
晚上 7：30 

七 樓 圖 書 館  廖淑惠.戴孟完 
2021 年 
1/15 

圓山盼望小組 703 教 室  陳孟宗.劉世昌  

賴
昇
亨
區
長 

加利利 1 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晚上 7：30 802 教 室  張西庚.陳惠娟 9 

加利利 2 組 每週二下午 2：00 十 樓 靈 修 室  潘貴玲 12/29 

加利利 3 組 每週五上午 9：30 1101 教 室  游素貞.陳兼吉 3 

以利沙小組 
2021 年一月 23 日(六)上午 8：30 
捷運板南線 永春站 4 

四獸之旅 
虎豹獅象 

楊德誠 
0910-950990 

2021 年 
1/23 

西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梁
唯
真
牧
師 

中 山 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一晚上 7：30 十 樓 靈 修 室  吳璟照‧陳明月 22 

中 山 長 青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一中午 12：30 702 教 室  林翠微 12/28 

曾
仁
暉
區
長 

行 政 院 1 組  每週四中午 12：30 行政院 郭美君 12/31 

漁 海 小 組  每週四中午 12：00  漁海公司 王文賢‧王儷娟 10 

劉
建
良
區
長 

愛 加 倍 小 組  每週三晚上 7：00   12 樓 劉建良‧林素珍 12/30 

路 加 小 組  每主日上午 10：30 12 樓 張正聰‧盧美年 12/27 

幸 福 得 人 小 組  每主日上午 10：30 805 教 室  陳 素 惠  23 

英
語
牧
區 

 

Young 

Professional 

Fri  7:30PM    
每月第二、四、五週五晚上 7:30 

Room 801 Susie Ho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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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小組聚會表
組 別 聚 會 時 間 聚 會 地 點 組  長 聚會 

人數 

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洪
秀
青
傳
道 

賴
正
聰
區
長 

園 中 園 小 組  每月第二、四週五晚 7：30 702 教 室  吳怡德 
2021 年 

1/8 

恩 典 1 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下午 12：00 703 教 室  許雅玲‧吳佳蔚 12/27 

恩 典 2 組  每月第一、三週六上午 9：30 801 教 室  
李儷玲 

高嫚嬪.林錦杏 
7 

恩 惠 小 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下午 12：00 703 教 室  
黃宛真 

熊祖毅.林美舒 5 

李
汪
政
區
長 

社區永勝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三下午 1：30 802 教 室  曹白雲 寒 休  

社區得勝小組 每月第一、三、五週三下午 1：30 802 教 室  林碧花 12/30 

社區興勝小組 每週四下午 3：30 803 教 室  郭俊雄 45 

葡萄樹 1、2、3 組 
每月一、二、三、四 
週日中午 12：00 

807 教室、圖書館 
109 號 205 室 

陳楓元、 
王秀錚、吳大衛 83 

北
區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
薛
淑
玲
牧
師 

天母小組 2021 年一月 13 日週三晚上 7：30  703 教室 陳秀芬‧洪大川 
51 

呂底亞小組 2021 年一月 14 日週四晚上 7：30 703 教室 葉翠麗‧張玉英 

提多小組 2021 年一月 15 日週五早 10：00 703 教室 施麗清‧蘇麗月 2021 年 
1/15 

但以理小組 十二月 7、21 日週一上午 10：00 802 教室 卓斐芬‧林慧芬 23 

張
宏
德
區
長 

活水 A 組 每月二、四週六下午 2：30 802 教室 張宏德‧陳麗香 2021 年 
1/9 

活水 B 組 每月一、三週六下午 2：30 802 教室 蘇明源‧藍惠璋 2021 年 
1/16 

蔡
佩
芳
區
長 

喜樂小組 
每月第一、三週日中午 12：00 
(一週 803 教室；三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 教室 張嘉祥 11 

以樂小組 
每月第二、四週日中午 12：00 
(二週 803 教室；四週 1101 教室) 

803 教室 
1101 教室 劉恒春 12/27 

兒
少
牧
區
區
牧
︓
彭
榮
道
牧
師 

國中組 輔導：林秀貞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3 樓 

張馨恩、張凱嵐
陳宜倩、劉在豪 38 

高中組 輔導：林素珍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1 樓 

洪明皓、林謙宥
王聖槐、劉秀慧

花婕芸 
32 

大專組 輔導：鍾雪華、姜林銓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202 室 林可馨、劉書雅 16 

 

楊
新
造
牧
師 

社
青
牧
區
輔
導
牧
師 

社青男女小組 輔導：王文賢、王儷娟、 
   曾仁暉、劉思辰、洪瓔香 
每週日 10：15～11：45  

703 室 李友仁 8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楊開文 15 

新婦小組 109 號 204 室 周欣樺 7 

I Believe 信福小組 
輔導：劉建良 
每週日 10：15～11：45 109 號 206 室 蔡語恩 13 

合   計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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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號為新課程，請向李素芬幹事報名。

裝備課程表（DISCIPLESHIP）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時  間 教  師 教 室 
上週 
人數 

聖經 
課程 

約翰福音 
主日 

9:00～10:00 
黃英霓、林久恩 807 31 

新眼光讀經分享 
主日 

9:00～10:00 
林神佑、蔡佩芳 

黃奉銘牧師 
801 6 

台語讀經 
週二 

19:00～21:00 
楊新造牧師、林宜靜 802 7 

※聽故事學聖經 
主日 

9:00～10:00 

康為恭、許雅玲 
李弘喆 

1/10、1/17、1/24、1/31 
2/7、2/21、2/28、3/7 

3/21、3/28、4/11、4/18 
共 12 堂課 

109 號 
202 

2021 年 
1/10 
開課 

查經 
課程 

英語查經 
主日 

9:00～10:00 
Peter Jackson Barban 802 6 

共觀福音查經 

(馬太福音 5-7 章) 

週二 
10:00～11:30 

課程已結束 
十樓 

禮拜堂 

51 

週二 
19:30～21:00 

54 

週四 
14:00～15:30 

課程已結束 
七樓 

禮拜堂 
31 

語言 
課程 

台語文 
新約羅馬字版、啟應文導讀 

主日 
9:00～10:00 

陳金泉 1101 4 

                   合   計 190 人 

§牛埔庄講義所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時間 老師 教室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09:30~11:30 盧俊義牧師 十樓禮拜堂 

詩篇⑴查經班 週三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八樓 803 教室 

詩篇⑵查經班 週五 09:30~11:20 盧俊義牧師 
本週暫停 

申命記查經班 週五 19:30~21:20 盧俊義牧師 

台語羅馬字班 週六 9:00~12:00 陳金泉老師等 八樓 803、8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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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行事曆§

十二月 27 日（日）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09:30 詩篇(1)查經班  （10樓禮拜堂） 
09:00 節奏、直笛班    （804、805、806室）  13:00 社區大合唱       （109-1 樓） 
09:30 婦女合唱團     （7 樓禮拜堂）  13:30 得勝小組           （802 室） 
10:30 國中、高中、大專、新婦、  14:20 日文班             （801 室） 

 信福小組           （109 號）  19:00 愛加倍小組          （12 樓） 
10:30 社青男女組         （703 室）  19:30 詩篇(1)查經班      （803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十二月 31 日（四）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10:30 路加小組            （12 樓）  10:00 盲朋友查經班       （802 室） 
11: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3:00 日文班             （801 室） 
12:00 恩典 1组           （703 室）  13:30 嗎哪小組             （806室） 
12:00 兒主教師會議       （806 室）  14:00 婦女合唱團     （10樓禮拜堂） 
12:00 葡萄樹小組  15:30 社區興勝小組         （803室） 

    （807、109-1 樓、圖書室）  19:30 歲末感恩禱告會  （10樓禮拜堂） 
12:00 新生命餐會       （聯誼廳）   二○二一年 
12:00 提摩太小區以樂小組     （1101室）  一 月 1 日（五） 
13:00 EM 詩班        （7 樓禮拜堂）  一 月 2 日（六）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805 室）  一 月 3 日（日） 
13:00 兒少牧區陪讀班      （109-2樓）  09:00 兒童台語文班  （702、703 室） 
13:00 兒少牧區數學班    （109-204室）  09:00 兒童節奏班         （805 室） 
14:00 敬拜團訓練  （702、12樓練團室）  10:10 聖餐前小會     （靈修室） 
十二月 28 日（一）  10:30 國中、高中、大專、新婦、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信福小組           （109 號） 
09:30 松年團契       （7 樓禮拜堂）  10:30 社青男女組         （703 室） 
10:00 西羅亞詩班         （806 室）  10:30 幸福得人小組       （805 室） 
12:30 中山長青小組       （702 室）  10:30 心手相連小組      （1101 室） 
12:30 日文班             （801 室）  10:30 路加小組            （12 樓） 
14:00 日文班             （801 室）  11:00 EM 兒童主日學      （702 室） 
17:30 健康操              （12 樓）  12:00 恩惠小组           （703 室） 
19:00 米利安敬拜團(703、10樓禮拜堂）  12:00 提摩太小區喜樂小組  （803室） 
19:30 加利利 1组         （802 室）  12:00 兒主教師A组        （804室） 
十二月 29 日（二）  12:00 利未手鐘敬拜 B 團   （806 室） 
07:00 清晨禱告會     （靈修室）  12:00 葡萄樹小組 
09:00 AA Open           （1101 室）       （807、109-1 樓、1101 室） 
10:00 媽媽讀書團契  （702、703 室）  12:00 成牧關係促進組會議   （會議室） 
13:40 馨香合唱團         （703 室）  13:00 EM詩班         （7樓禮拜堂） 
14:00 加利利2組        （靈修室）  13:00 兒童合唱團    （801、10樓禮拜堂） 
18:30 日文班             （801 室）  13:00 兒少牧區陪讀班      （109-2樓） 
19:00 台語讀經班         （802 室）  13:00 兒少牧區數學班    （109-204室） 
十二月 30 日（三）  14:00 敬拜團訓練  （702、12樓練團室）  
2020年12月28日～2021年1月1日（一～五）晚上6:30，Ｋ書中心（109號2樓） 
2020 年 12 月 28、30 日（一、三）上午 9:30，故事屋（109 號 1 樓） 
2020年12月29～31日（二～四）下午2:00、晚上7:30，桌球活動（109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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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禮見證分享§
邱益萍

　　二十四歲那年我認識了主，但是我並沒有將自己交託給主，邀請祂做我未來人

生的指導老師。半年後我離開教會不再學習主的教導，自做聰明的去追求世俗的虛

榮心。

　　三十四歲那年我結婚了。當第一個孩子在產檢時，被醫師宣告是「罕見疾病

兒」時，我深信一定可以治癒的。數月後孩子生下無法呼吸，醫師宣告他們無法挽

救這條小生命，我不知所措求助無門。隔年當我迎接第二個孩子時，同樣是產檢

時，相同的醫師和我說相同的產檢報告。在考慮之後，我提早引產結束了第二個孩

子的生命。夫妻關係因為要不要繼續生養孩子的問題，意見分歧到關係降到冰點。

最終無法和平協議離婚，以分居兩地方式，暫時解決惡化的夫妻關係，數年後才離

婚。

　　四十九歲那年年底我再次遇見主，主差遣祂的信徒我的同學，借由醫院一同探

視癌末同學的機會，再次邀請我去教會，一起學習主的教導，我滿心歡喜答應了。

在教會裡牧師教導我們，放下肩膀上的重擔給主耶穌，凡事交託仰望求主指引。當

我大小事都向主求時，內心裡有著平安。當有喜悅的事時，更是不停的感謝主的恩

典。

　　五十歲那年年初我受洗了。感謝主，對迷途羔羊的我不離不棄，始終守護著

我，要我走在主的真理大道上。更感謝主的引領，帶我來到雙連教會這個大家庭，

享受兄弟姊妹之間滿滿的關愛和祝福，讓我甘心樂意獻上自己，學習為小事忠心服

事主，為大事高聲讚美主。天天過著祈求主，相信主，盼望主，等候主的日子。

胡瑜之

　　我出生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有祭拜佛教偶像的習慣。記得小的時候，

有一天早上起床，媽媽跟我說今天要帶我去皈依佛門，我不太了解那是什麼，就跟

著去玩了。從小到大，我也一直都信仰佛教，我覺得向佛祖誠心祈求很有用，例如

有一次考試考得很差，我知道我一定會被我爸揍得很慘，所以我跟佛祖祈求今天不

要被揍，當天就奇蹟似的度過了平安的一天。所以我一直毫無疑問的相信著佛祖。

　　直到大學，我進了基督書院，開始聽到牧師說，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的宗

教偶像都是撒旦所造的謊言，要迷惑人類不去相信唯一的真神，這些論點開始對我

有很大的衝擊，且完全無法接受。內心便默默地向上帝說請你不要呼召我，我不要

成為基督徒。然而，我的內心一直在想，如果上帝是真神，那不信的人會下地獄這

件事就是真的。我就這樣每天在學校裡帶著滿心的抗拒，滿腦的疑惑，我向上帝禱

告說如果你是真神，就讓我明白我這滿腦的疑惑。幾年來，我做了好幾次的決志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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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禱告後就會做個幾天的噩夢，然後再逐漸退去我的信心。

　　一直到升大三的暑假，我到英文補習班打工，一位英文老師邀請我去參加讀書

會，我到了那裏感覺到這個地方氣氛詭異，一位阿姨正在向一位高中生說話，但女

學生的表情像被催眠一樣好像心智都被控制住了，我感覺他們可能是一個宗教團

體，但這個地方的人還是不斷向我解釋他們是一個單純的讀書會，我上網查詢了他

們的地址發現是統一教。我開始想起在基督書院老師、牧師所講過的話 “撒旦的

謊言”，當下我心裡就很確定我要成為基督徒，我開始感覺到這個社會充滿了很多

不同的〝假道理〞，我知道我有限的智慧無法判斷，從今以後，我要以聖經的話，

上帝的話做為真理，這樣我就可以很清楚、很明白什麼才是真理了。

　　這位英文老師邀請我參加讀書會後很快就發生臨時的狀況需要離開補習班，接

著來的一位新老師告訴我她是一位基督徒，我聽了很開心，我告訴他我想參加教

會，她便立刻告訴我當晚牧師家中就有一個小組團契邀我一起參加。這個晚上，我

聽著牧師說，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受洗以後，我們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我聽了之後內心就不斷的跟上帝說，我想立刻受洗，我非常想成

為基督徒。上帝好像聽到了，也同意了，牧師突然停下來對我說，你想不想受洗成

為基督徒? 我立刻點頭，讓牧師當晚為我受洗了。

　　上帝非常的奇妙，如聖經故事中看到的，祂不會用固定的方式來完成祂要做的

事，今日回想起來，我仍感謝主接納我，揀選我，讓我成為基督徒，有上帝可以依

靠的孩子真的很幸福，我知道當我生命中有任何的疑惑，困難我都可以向祂祈求，

我永遠猜不到神要怎麼做，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只要知道神所預備的一定都是最好

的，我要一生跟隨主耶穌，願主引領我永遠不偏離祂的道路。

陳呂美貞	

　　參加洗禮造就班之前，或許耳聞目睹娘家成員陸續的受洗，家庭氛圍的轉變，

對事務觀點全然的有所不同。而我也參加了教會的婦女合唱團（大約6年）。

　　近年來面對自己的暮年生活中種種的枷鎖重擔，確實有些疑慮力不從心，心想

如果全能的上帝基督能成為我所依靠，期望的是祂正向的能量，能賦予我更精進的

智慧和勇氣，面對往後的日子。

　　就如以弗所書6:10-11所言：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

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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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紀匡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had a teacher who shared Bible stories with 
me. He taught m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higher being, a God, who created everything. 
He taught me that God is kind to all, and cares for everyone. He is able to do everything, 
and I can talk to Him by praying. He can hear me. He also sees everything, and is pleased 
when I do good, and upset when I do bad things.
 Slowly, I began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I also tried to pray to Him, mostly when 
things go badly. They were simple prayers, just, “God I’m sorry”, “God, thank you”, and 
“God please help me”. He gave me a children’s Bible with many beautiful pictures inside, 
and I liked the stories in this book. 
 I was not particularly religious when young and I was also exposed to two 
different religions. At that time, I studied in a Buddhist School and we had Buddhist study 
lessons. I was taught about the concepts of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here, and it made sense to me. If you cause pain to others, then imagine the pain you 
yourself would feel if others did the same to you. All these made sense to me, but there 
was nothing really personal that could comfort me in this other religion I was exposed to. 
Internally, Christianity won me over, I think mainly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care of this 
teacher, his sincerity,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him and look up to him as a role model.
 Even though I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sometimes pray to Him, I 
knew nothing about Jesus, and never attended any churches. Eventually as I grew older, 
God brought a friend to invite me to his Church. I obliged, internally, I really wanted to be 
close to God, yet I couldn’t bear with the high standards I thought He had. As I attended 
his Church, I couldn’t absorb much mainly because I wanted to be my own person still, 
and didn’t really care to read the Bible. As we broke into small groups to discuss, seeing 
many others proclaim how they loved God, I couldn’t stand being fake and told them 
honestly that I do not think that I loved God and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Not long after, 
I decided to stop going as I felt like a faker.
	 Along	the	way	as	I	grew	older,	grew	more	rebellious,	to	when	I	was	fulfilling	my	
national service, God brought people to speak to me occasionally. I kept insisting on being 
my own “free” self and didn’t want to commit to anything. I got scared once because an 
evangelist shared Revelation 3:16 with me: “So, because you are lukewarm—neither hot 
nor cold—I am about to spit you out of my mouth.”
I got baptized hurriedly as well by one over-zealous pastor, who never actually followed 
up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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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I was fulfilling my national service, I watched the “Prince of Egypt”, and 
something really stirred in my heart. I wanted to be close to this amazing God that I saw, 
and I wondered if the things in the animation re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I told myself, 
when I make it into the University to study, if God brings along someone to guide me 
again, this time I must get serious!
 And so God did, and quite a few different groups came to evangelize to me. I 
said the sinner’s prayer with one guy after talking with him. I shared my biggest struggle 
with him, that God’s standards are high, and I know I will always fail at achieving this. 
He told me that no one could, that this is a free gift of grace that we do not deserve, and 
cannot	earn.	That	all	that	was	left	for	me	to	solve,	and	I	finally	realized	what	the	gospel	
was about, “Don’t be dismayed if you keep failing, the good news is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to be close to God.”

陳渝婷

　　信主前沒什麼信仰觀，只是跟著拜，所以從小想要求什麼事情，都會去廟裡拜

拜祈求得到心靈的安定，也讓我相信信仰這件事情是對我有幫助的。

　　我是因為我的另一半開始認識主耶穌，他的心中總是充滿感謝，對生命超級樂

觀，他向我傳福音並邀請我到教會。有一次到教會聽到一首詩歌，因為旋律及歌詞

讓我心中有種莫名的感動，唱著唱著不自覺就流淚不止，我深深地感受到這個信仰

的溫暖。今年初我開刀求主我讓我手術一切順利平安，至今我回診檢查都無礙且恢

復良好，感謝主的醫治，讓我願意接受這個信仰。

　　其實我內心是缺乏自信又很容易緊張的人，最近因為面臨有些困難與障礙時，

我透過禱告希望主可以保守眷顧我，讓我內心擁有強大的力量，幫助我、給我信心

讓我克服難關勇敢面對挑戰。最近漸漸的感覺到我的心靈好像不再那麼脆弱，當我

需要的時候上帝會默默的推我一把，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謝上帝與

我同在。我也相信要有信心就會的到指引，我要學習倚靠上帝，擁抱更多的愛，陪

伴我並且豐富我的生命。我開始真正的信仰生活，不論是沮喪或是快樂，主都與我

同在，完全接納的愛讓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一樣。

廖采瑾

　　第一次被觸動，是發生在我女兒決定要出國念書的前夕，我一直很擔心，雖然

她已經申請好學校，但我還是放不下心。直到有一天受洗的家人，跟我提到聖經的

經文：「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乎那使它生長的神。」又

說，「應當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就在當下有個聲音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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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應該要放下，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有上帝的旨意，什麼都不需要擔心，上帝會

給你所能承受的。

　　後來因緣際會來到雙連教會禮拜，每次的禮拜都會受到感動而留下眼淚，如果

問為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只覺得上帝好像要用我，要我成為祂使用的器皿。但

即便如此，我還是不能完全的相信，忍不住還是選擇試探主，希望主能給我相信的

理由，感謝主，最後我得到了答案。

莊貝潔

　　沒想到，我也能被救贖。

　　在8月，因為子恩的帶領下，來到了雙連教會。雖然是第一次來，但在敬拜的

時候就掉下眼淚。腦中有一個溫暖又熟悉的聲音告訴我 : 「回來吧」，我也就一

直待到現在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活在心靈上的痛苦和醒不來的惡夢中。10月，藉著

Emma、素珍的邀請下，我加入幸福小組。

　　印象很深，在第二次的幸福小組前，我出不了門，在房間裡大哭。花花和語恩

姊打電話給我，為我禱告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告訴我，無論如何，上帝都會陪伴

著我。也謝謝家秀姊和Susie姊一直的幫助。

　　後來幾次的崩潰，我雖然還是會哭，但我禱告，上帝也傾聽。祂一次又一次的

救我。上帝為我擦乾我的眼淚，替我修補那些傷痕，然後拉著我的手，帶我往前

走。在主的愛中，我找回生命的希望。

在可愛的高中組和小組中，我也找到我的歸屬，認識了很多非常棒的弟兄姊妹，謝

謝有你們當我人間的天使。感謝主，上帝真的好愛我，讓我能在這裡遇見祂。

黃秀曼

    我與雙連教會有淵源，小時候住在中山北路，我家離教會很近，上學都會經

過，所以我天天都看得到教會，而且小時候還穿過教會給的小洋裝，吃過教會給的

糖果。小學三年級時，父親生意失敗，搬回老家樹林就再也沒有接觸到教會。

    2003年，我的同學施麗清邀請我參加媽媽讀書會暑期活動，同工們非常熱情招

呼，讓我感覺很溫馨，就加入媽媽讀書團契，至今已經16年，在這10多年中，我看

到教會教友們的愛心，照顧弱勢團體和老人，個個都像天使，還常聽到令人暖心的

聖歌，我也參加了提多小組，吳長老夫婦的愛心教導和服事，很讓我佩服，讓我更

堅定信主的決心。

    在這些年中，我經歷了很多困境，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禱告求主幫助我。2006年

先生生了一場病，在我最無助的時候，我呼求上帝，上帝應允了我、現在有一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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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貼的先生，感謝主！

    大兒子在大陸上班也是我最煩心的事，我麻煩秀芬幫忙寫禱告文，我就天天照

著呼求，求主幫助，讓兒子的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心靈快樂，結果主應允了我，

工作不只順暢，還娶了一位賢慧的媳婦，這是很大的恩典，感謝主！

   小兒子工作不順遂徬徨時，我也是呼求主幫助他度過難關，讓他清楚選擇適合

自己的工作，目前也很安穩的工作，再次感謝讚美主！

    我在讀書會10幾年因家庭信仰因素，一直沒受洗，四年前公婆相繼過世，我就

一直很積極徵求先生同意，洗禮對我來說是喜事，我希望我的家人祝福我，與我同

享喜悅。

    今年(2020)11月中旬，先生終於答應了，感謝上帝揀選我成為祂的女兒，成全

了我心所願。

林麗香

    我到雙連教會媽媽讀書會已經10幾年了，這期間受到秀芬老師和姐妹們的薰

陶、教養和培伴，她們就像天使一般，無私的付出，充分顯出基督博愛的精神，感

謝秀芬老師這麼長時間的不離不棄愛心引導。

    我從小在很虔誠的道教家庭長大，我們家是有佛堂的那種家庭，早晚都必須跪

拜禮佛，也經常有道親來家聚會。本來參加讀書會只是想說自己教育不足，能在退

休之後有一處讓自己成長的地方。      

    這些年來，在讀書會真的成長很多，有很多面向的學習，我也感受到需要謙卑

和悔改，很神奇的是，打從決定要受洗，好像心就漸漸潔淨，自己覺得要莊重自

潔。

    我相信在教會的門裡門外一定會不一樣，也相信自己在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女之

後，便會更加認識耶穌的生命，學習他的樣式，也會更明白上帝的真理，走在一條

更平安、更喜樂的道路上，祈求上主鍛練我、栽培我，讓我變得更好！

木村	由里

　　雖然我小時候是在花蓮天主教堂成長，長大後來到台北工作結婚，因環境和各

樣因素，常常徘徊在教會，也在媽媽讀書會出入多年，來來去去的，不是很穩定聚

會。

　　今年因疫情關係，不必常回日本辦事，幾乎每星期都可以來讀書會上課，也能

穩定做禮拜，這幾個星期日在做禮拜時，每次聽到詩歌，就湧現感動的眼淚，那是

高興的、歡喜的淚水，心裏的直覺像是天父在呼喚，孩子快回來，不要再離開，而

我也常在睡前會自動的默默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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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為了某件事，本來是心理是懷疑、害怕，用不相信的心態來看待此

事，不知如何做決定，但是我禱告再禱告，請求主賜給我智慧、牽引我、如何判斷

這件事，原本是心中充滿不信任、害怕、恐懼，但禱告後，好像就沒有再讓我猶豫

而從煩惱裡驚醒，好像主要我勇敢的、帶著信心去完成這件事，我也不再有驚恐的

心態、心中卡著大石頭般的重擔，突然就輕鬆了，所以，我就確信應該是天父上帝

的旨意，要我去完成我應該做的事、這應是美好的恩典！

　　有了被上帝親自引領的經歷，我更確信，我所信的這位上主，是真實存在，是

有能力又奇妙的主，這堅定了我要受洗的決心。

　　我知道我是不完美的，我相信，接受洗禮，成為耶和華神的兒女，

我和我的家庭就能得到天父上帝的引領看顧和保護！

林立洋

　　小時候去到教會，只是因為媽媽要去所以把我一起帶去，所以小時候一直沒有

很喜歡去教會，雖然我以前到了教會都在搗亂，但我的母親始終堅持帶我到教會，

主日學老師們也用滿滿的愛來對待我，我也漸漸感受到教會的溫暖，神也親自改變

我的心，讓我的心可以不再那麼倔強，到了教會也可以好好的在主日學聆聽神的

話，漸漸的這個信仰也不再只是母親的信仰，也成為了我的信仰，我也決定要將信

仰傳給更多的人，所以我開始參與服事，成為一名國小組的老師，雖然我還有很多

的事情需要學習，身旁的資深老師們也總是在我需要幫助時給予我適當的幫助及教

導，讓我能夠更好的為主做工，也有許多的老師都有默默的為我禱告，每次看見我

時都會給我鼓勵，告訴我他們都有看見主在我身上做的工，看見我的成長及改變，

因為在基督裡感受到大家的溫暖及滿滿的愛，所以我也決定要受洗成為真正的基督

徒。

黃悅米

　　我自小成長於基督教家庭，爸爸是第四代基督徒，媽媽嫁給爸爸後，也成為了

虔誠的基督徒，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當然每週日都少不了上教會這檔行程，小時

候這件事對我來說，好像只是個例行公事，幼稚園的時候來學打擊樂，並且參加幼

稚組，國小的時候，早上去上主日學，下午去合唱團唱唱歌，每週到教會這件事

從小時候到現在從未間斷，但在國中以前，我好像也不曾認真思考過為什麼要到教

會、到教會的目的是什麼，只是像習慣一般的，每週日跟著爸爸媽媽來到教會。

　　上了國中後，我開始參加教會的許多營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絕對是宣教營，

在這個營隊裡，無論是敬拜方式，抑或是人與神、人與人之間連結的緊密程度完全

超乎我所想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所有人圍圈跳著舞敬拜，受到震撼的同時也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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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我還記得在我準備升高一那年，我在宣教營中，分享了自己的見證，那是我

第一次站在那麼多人面前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上台前我非常緊張，但當我踏上台

的那一刻，我心裡感到非常平安，因為我忽然明白，在我勇敢踏出那一步為祂作見

證的同時，祂必定伸出祂的雙手保護我不致懼怕和緊張。

　　在我成長過程中，經歷神這件事在國高中階段算是比較多的，在這個階段因為

要兼顧非常多的事情，時間的安排上常常會有撞期的狀況出現，也有很多事沒有在

我的預期中進行，常常有不順心不如意的時候，每當這種時候我便向上帝禱告，我

很少在短期內就得到答案，但幾乎每件事都會在一段時間之後得到答案，不管是直

接向我顯明，抑或是繞了許多個彎，我才發現神的計畫，上帝一直都用祂的方式讓

我明白事事都有它發生的原因，而這一切都是主所預備、主所賜予的。

　　我很感謝爸爸媽媽自小就讓我在教會長大，小兒洗禮是爸爸媽媽抱著我洗的，

但堅信禮是我自己所做的決定，因此對我而言是很特別、很珍貴的一件事，希望未

來我能繼續被主所使用，也能身為基督徒，活出主所喜悅的樣式。

陳翊庭

　　我從幼稚園就在教會學校長大，雖然那時候對於信仰的了解不算很深入，家裡

也不是基督徒家庭，但上帝給了我機會去參加許多不同體制的教會主日學，但是都

沒有穩定聚會。後來因著恩佳和悅米的邀請，我開始在雙連教會聚會，但後來因為

課業及分班等因素，我有大概2年沒參加兒主。直到要升上國中的時候，有一次在

七樓等電梯的時候遇到姑姑，她邀請我回來聚會，真的很感謝主透過她把我拉回

來，因為後來國中經歷了一段蠻低潮的時期，都是靠著信仰撐過去的，也因此在第

一次參加特會決志後，我就一直在期待洗禮的這天，沒想到達到了可以受洗的年紀

時，我經歷了信仰上的很大的低潮及疫情的停止實體聚會。後來恢復之後我大概一

個月只有去一次小組，沒有去禮拜的動力，直到小組外出那天，我認識了貝潔，很

佩服她主動交朋友的勇氣，但後來她就很少來小組了，於是在聽到她要參加幸福小

組時，我突然有一個感動想陪伴她一起參加，所以我透過參加幸福小組，開始邀請

她星期天一起吃早餐、參加禮拜，沒想到在我快上完洗禮造就班的時候，貝潔突然

說她也要受洗了！真的很感謝上帝讓我在七年前聖誕節因著同學邀請開始更多認識

信仰，並且因著在貝潔身上的看見回到教會，在這個聖誕節受洗。

張馨聆

　　我叫張馨聆，今年16歲，目前就讀高二，我從小週日家裡就會帶我去教會做禮

拜，只是那時還小不懂信仰也不懂去教會的意義。

　　直到升上國中後，原本對教會的印象才有了轉變，首先是姐姐留在國中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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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才願意踏進國中小組的，漸漸的融入後，開始明白來到教會的意義，也對信

仰開始抱著盼望，原本性格比較內向沒自信的我，因為找到了屬於自己朋友圈，也

有一起追隨信仰的屬靈同伴，心裡有很大的歸屬感，嘗試服事，也參加了不少大大

小小的營會，每次的營會讓我在靈命上面突破、成長，建立了我對信仰的熱忱，相

信那位神是真的！

　　雖然一路上有時心裡會不斷出現否定或懷疑的念頭，但神藉著輔導、牧師講

道、小組生分享對我說話，逐漸的我對自己更有信心，不管在教會，在學校裡我也

憑著信心去面對各個困境，當我感到失望的時候總會想起教會的屬靈家長和屬靈同

伴造就的話，我很感謝那些在我身邊扶持我的人，讓我能夠爬起來不陷入泥濘。

　　也因為神，我順利的考上一間不錯的高職，能夠嘗試我擅長且有興趣的設計，

雖然事情很多很忙，常常會忽略了跟神安靜的時間，但在教會裡也不間斷的提醒自

己記得停下，跟神持續建立關係，讓自己重新灌注活水，我能感覺神在我現在也一

直與我同在，在不可能的事情，因為祂我辦到了，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

　　現在的我雖然對未來還是感到不確定，但我知道神已經為我預備好屬於我的道

路，不管未來在哪裡，還是會持續倚靠神，謝謝祂的恩典，讓我不斷的蛻變、更

新，感謝讚美歸榮耀於神，阿們！

陶昌璞

　　從小生長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但是跟很多人一樣其實我自己對信仰是沒有真正

認識的，對我來說，信仰已經只是星期天有到教會就好，有時甚至不用到也無所

謂，我從來沒想過我跟上帝可以如此親近，能轉變成現在的樣子，了解神的愛和祂

的恩典，我很感謝三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營隊跟服侍。

　　第一個是我國三那年參加的Papago，還記得在那年，第一次面對這麼重要的考

試，縱使那時的我還有一些懵懵懂懂，卻也了解這個考試關乎著我的未來、我往後

的人生，那時的我第一次真正的體會到讀書帶來的壓力，我自認我不是一個特別會

讀書的孩子，也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讀書的孩子，所以這樣的壓力讓我感到有一些

痛苦，在考前的最後一個暑假身為老師的父母已經開始敦促我唸書，並且幫我報名

了Papago這個營隊作為我考前最後的活動，那時的我對信仰的了解真的不深，其實

那次的營會跟往常的營會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比起品格營或是getaway規模甚至

小了許多，但是很奇妙的，神卻選擇在這個營會中開啟我屬靈的雙眼，仔細想想我

覺得應該是營會中每天都有的敬拜感動了我，我看見的不是像約書亞那樣的大敬拜

團，我卻看見好多個願意為了神而付出，不惜請假來陪伴我們這群小孩的大人，在

他們的敬拜中，我看到一顆顆渴慕神的心，具體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當中的哪一

首歌感動了我，但我卻把這樣的感動放在心底，從那時開始我開始渴慕神，渴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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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更多的親近祂，想要好好的認識這位滿有能力的上主，也開始想要走上祂為我準

備的路，希望可以一輩子與祂同行，雖然國三的時候因為補習的原因，我幾乎有一

年都沒有再進到教會，但是上帝卻很恩待我，在我離開教會的那一段日子裡也依然

看顧著我，並且讓我在那一年的時間裡依然熱情不減，不斷的尋求祂。

洪詠嫻

　　想當初進教會時只是每個星期日跟著家人一起去，還不清楚去教會的意義，在

教會也是和姊姊一起玩，沒有很要好的朋友，但每次我都不會覺得孤獨或無聊，我

想可能是上帝一直陪在我身邊吧，在姊姊升上國中、高中時，祂都會在我身旁陪伴

我。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會考當天，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在考場禱告時，我感覺祂真

的幫了我很多，使我在會考當天能考得比模擬考還好很多，我最擔心的數學也沒有

錯很多題，雖然我現在還不是很懂身為基督徒的意義，但之後我應該會慢慢去體會

吧。

林韋彤

　　在一次的早禱會中，我體會到被聖靈充滿的感覺。這件事是在幾年前的裝備營

隊中發生的，當時大家一如往常的一同敬拜讚美，接著帶領的老師說：「我們今天

都要為著這個世界、這個地球所有的事來禱告，只要你想禱告什麼就直接大聲的說

出來。」

　　起初大家都十分的害羞，只有幾個大人&隊輔起來宣告，後來主領老師說：

「我希望接下來站立起來的能是20歲以下的青年，我要你們學習如何為這個世界來

向神求，無論你要讚美或是禱告都可以。」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的我全身發抖，非常非常的緊張，我在想上帝是不是希望我

能成為第一個帶頭站起來的人，緊張歸緊張但我真的忍不住了，於是我站起來了，

並且為這個世界禱告。一開始總覺得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說的不好，會不會很尷尬。

可是，當我站起來之後，陸陸續續的其他青年也站立了起來。

　　瞬間覺得自己就好像也成為了一個領導者，在缺乏帶頭的情況下，突破自己成

為領頭羊。也因為這次的經歷，讓我更有自信，更相信人是能被聖靈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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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破鏡重圓

經文：哥林多後書五章17～21節

破鏡重圓

吵架的程序：

1.	 												發生：	

2.	 												開始：	

3.	 												破裂：	

4.	 												開始：	

和解的使者(一)～藉著												

　　聖經：「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他藉著基督使我們得以跟上帝和好」（林後

五18）

和解的使者(二)～對象												

　　聖經「上帝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林後五19）

　　約翰福音三：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

和解的使者(三)～得著												

　　聖經：「無論誰，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新的已

經來臨。」（林後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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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洪玉好。
第二、三場：
  陳明月、胡清龍、吳佳蔚、張麗寬、林貞吟。陳宜倩、陳穎川。  
盲朋友引導：
一樓：蔡牧祈、王弘裕。 十樓：林靖諭、周欣樺。

李旻瑋執事 賴心茹姊妹黃昭熒姊妹 Gwyneth Lin

曾子恩姊妹

Rev. Dr. Tan Yak-hwee 
Jennifer Eh

聖 誕 佈 置

聖 誕 佈 置

蔡政道牧師 蔡政道牧師蔡政道牧師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李旻瑋、洪明皓執事
青年:黃允豪、莊曉晰

黃振輝執事
洪明皓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蔡金鳳、英文－林慧琳、日文－吳大衛

李旻瑋執事
洪明皓執事

一樓：張嘉祥執事、賴尚暉執事　　　十樓：賴昇亨長老、林神佑長老

陳金泉長老賴正大執事賴正大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葉翠麗執事
(召)

米利安敬拜團 婦女合唱團

新朋友接待： 
第二場：莊梅英。   第三場：陳金泉。
第二、三場：
  潘邦明、廖淑惠、劉恆春、阮曉春、鄭雪姬。黃允豪、莊曉晰。
盲朋友引導：
一樓：林意穎、陳翎。   十樓：楊開文、張恩羚。

Peggy Chung

Jennifer Eh

陳　芬總監

Mr. Peter Truasheim

本週聖工分擔

下週聖工分擔

蔡純靖姊妹

男聲合唱團

蔡政道牧師 蔡政道牧師蔡政道牧師

愛網

事工 第　一　場 第　三　場 英 語 禮 拜第　二　場

賴正大、洪懿萱執事
青年:陳宜倩、陳穎川

賴正大執事
洪懿萱執事

第三場翻譯：中文－陳惠美、英文－陳素英、日文－吳大衛

賴正大執事
洪懿萱執事

一樓：賴正大執事、邱培慎執事　　　十樓：李詩禮長老、張宏德長老

黃英霓長老洪明皓執事

王弘洋弟兄

洪明皓執事

講員

司會

司獻

司琴

獻詩

插

招待

花

許雅玲執事
(召)

青少年敬拜團 聖　歌　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