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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9	 週　　　報 No.13

第一、三場(台語)禮拜上午07:30(一)

上午10:30(三)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胡清龍長老
司琴者：陳 芬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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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召.... 詩篇四十六篇10節........................... 司　會　者

聖　　詩.... 67首「我心讚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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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篇（聖詩後面第32頁）.....................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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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美....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墘............. (一)林神佑長老伉儷

　　　　.... 著來讚美主！........................... (三)聖　歌　隊

聖　　經.... 出埃及記二十章4～6節(現94頁，台80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二十六)～摩西(四)】.........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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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46首「願我愈行及主愈倚」(週報內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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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首「讚美天頂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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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者：Pastor.Stephen.Lakkis

司　會：Jennifer.Eh

司　琴：Gwyneth.Lin

聖　經：Ezekiel.18:1–4a

講　題：『	We	all	belong	to	God	』

上午9:00

主禮者：蔡政道牧師

司會者：黃振輝執事

領　詩：777敬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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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敬拜團

聖　　經.... 出埃及記二十章4～6節(現94頁)............... 司　會　者

信　　息.... 【聖經人物系列(二十六)～摩西(四)】......... 主　禮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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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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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歌............................................. 主禮者與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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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樂............................................... 司　琴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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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一、線上禮拜事宜

　防疫期間(暫訂至五月第一個禮拜前）

，鼓勵大家在家中，一起在線上和教

會弟兄姐妹同心敬拜！線上禮拜的時

間還是跟往常的禮拜時間一樣，大家

可以選擇適合的時間禮拜！

　在這段時間，兒童主日學也有線上兒

童禮拜，在主日上午10:00轉播，讓家

長陪同孩子線上學習。各個區牧也會

利用各種通訊方式彼此關心！願我們

齊心為疫情禱告！願上帝保守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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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付款授權書請至教會官網下載

(https://www.slpctaipei.org/slpc-giving)
，填寫完成後再傳真至教會。

　亦可於週間早上9:00～下午5:30直接

　至教會辦公室奉獻。

2.防疫期間，配合週報印製，每週週二

以前的奉獻，刊登於隔週週報內徵信

，週三之後的奉獻，則刊登於下下週

週報內徵信。

3.防疫期間，每週六以後，提供隔週的

紙本週報在一樓守衛室讓會友索取，

也會同步放置電子檔於官網。

三、清明追思禮拜事工

　教會有印製「清明家族追思感恩禮

拜」程序單，歡迎兄姐以家庭為單

位（一個家庭一張）至教會一樓守衛

索取，或至教會官網下載（https://

www.slpctaipei.org/slpc-bulletin-

downloads），讓我們透過在墓園或在

家庭的禮拜中，一同思念過往的親人

所留給我們佳美的信仰與腳蹤。

四、最後晚餐禮拜事工

　四月9日（四）晚上7:30，教會將會

安排「紀念耶穌最後晚餐禮拜」的線

上轉播，請兄姐預備心，保留時間恭

敬來參加。

五、肢體關懷

1.本會蔡根源長老於三月23日安息主懷

，訂於四月10日（本週五）下午1:30

在第二殯儀館至真一廳舉行入殮禮拜

，四月11日（本週六）上午10:30在教

會十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姐

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因應

疫情防制，並經家屬同意，小會特別

通過告別禮拜當天由教會安排線上直

播，讓兄姐能同步在家一同追思。而

告別禮拜現場，需要依據政府規定限

制參加人數，並且簽名造冊、記錄當

天體溫，以及全程要求配戴口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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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請欲參加的兄姐務必於四月9日以前

向石温惠幹事登記。

2.恭喜本會會友林念祖(林曉鐘‧林淑惠

之子)‧陳昭惠伉儷於三月25日喜獲麟

兒，願上帝眷顧新生兒及全家。

3.恭喜本會楊新造‧賴姃宜牧師伉儷於

三月25日喜獲千金，願上帝賜福新生

兒及楊牧師全家。

六、團契聚會消息

　防疫期間，三月份、四月份各團契的

聚會均暫停，感謝兄姐的配合。

七、讀經運動

1.請兄姊於上班時間內到教會一樓櫃台

索取4-6月(第二季)新眼光讀經本。

新眼光讀經本的內容，亦可至台灣教

會公報社官網讀取。

2.請於上班時間內到九樓辦公室購買

4-6月《聖經充滿我》經文填充本。

可用現金80元購買，或用每日靈糧兌

換券50點兌換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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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4/05

§牧區委員會消息§
本週壽星（三月29日～四月4日）

29日─郭玖玲、林啟示、張美藝、

	 張正融、林瑋臻

30日─盧淑威、吳怡德、翁清秀、

	 張雲軒、王佳琪、黃裕中、

	 盧儀敬、謝秀鑾

31日─趙弼群、倪英美、邱文惠、

	 李文雄、曾素瑗、梁家瑜、

	 賈桂欣、李雅惠

01日─葉長興、周春陽、林金鳳、

	 黃素珍、謝渼津、劉芳玉、

	 李炳堯

02日─李淑卿、吳孟儒、黃陳足花、

	 黃時福

03日─游玉玲、羅喻文、曾瑞華、

	 葉佳文、孫儷華、楊菊英、

	 王峻彰、蘇莉莉、洪林節子、

	 邱士沂

04日─葉翠麗、許詠媜、黃秀禎、

	 朱鴻信

§禱告會消息§
中保代禱事工

　中保代禱事工一至三月為第三期，在

十樓及七樓的禱告箱旁有放置個人代

禱卡【黃色】、教會事工代禱卡【藍

色】及禱告應允感謝卡【紅色】，請

有需要的兄姐可以填寫，填寫前請詳

閱背面的說明。填寫完成請投入設置

於十樓及七樓的禱告箱，會由同工整

理並進行代禱。

　在疫情中若您不便來教會，請寄代禱

　內容至謝瑩瑩幹事信箱

　hsiehyingying@yahoo.com.tw

　將同步為您處理。

 日期 兒童 成人 

主日 約19:23-27 太 17:14-27 

週一 路 9:28-35 太 18:1-20 

週二 可 9:38-41 太 18:21-35 

週三 可 14:32-38 太 19:1-15 

週四 徒 3:1-8 太 19:16-30 

週五 徒 4:8-14 太 20:1-16 

週六 啟 1:1-5 太 20:17-34 

主日 約 12:12-16 太 2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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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禱告會場次

1.清晨禱告會週一～週五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禱告會暫停。

2.全教會禱告會：

　配合蔡牧師查經班，日期另行公告。

§裝備委員會消息§
一○八學年第一學期獎學金頒發：

⑴頒發日期：本主日起到實體禮拜

開始(目前預計五月10日)於9:00～

17:00至九樓辦公室找李素芬幹事領

取。

⑵欲前來領取者或未能如期領取者，請

務必事先與李素芬幹事聯絡。

⑶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一年級：李昱祈、顏予凡、高允謙、

賴祥希、賴盈之、鄭柏萱、連　詠、

趙予安

　二年級：陳昫穎、陳悅穎、蘇宇昕、

潘尼曦、楊定主、陳奐叡、劉敬睦、

胡子筠、鍾巧曦、梅沐恩、鄭恩妮、

吳沛霓

　三年級：高琦恩、莊以祥、吳一志、

洪恩以、王翊霏、顏予恩、魏若庭、

鄭博元、楊主納、賴祥依、廖于欣、

蘇恩妮、李常樂、賴義祈、倪詩孟、

鄭　昕

　四年級：曾靖翔、賴泓宇、楊安瑀、

李彥䝷、張詒恩、莊以安、李祈恩、

郭澄希、梅睿恩、王　予

　五年級：徐子鎰、魏廷兆、趙沛恩、

賴逸婕

　六年級：陶昌遠、洪恩祐、王昭貹、

楊主安、王翊帆

　七年級：郭迦叡、劉以欣、呂恩妮、

熊大衛、賴漢澄、張芳爵、涂沐恩、

蘇恩祈

　八年級：彭恩力、廖于葶、林倢安、

潘劭妍、王明佳、吳祐暄、高旭亨、

胡石恩宇、呂恩喜

　九年級：楊迦樂、顏聖穎、劉以諾、

洪詠嫻、張詒祥、張詠欣、王信力

　專　一：陳翊庭

　高　一：王明一、彭恩佳、黃悅米、

陶昌璞

　高　二：張迦恩、楊迦得、洪芷葳、

賴俞安、許以諾、周席葰、林天愛

　高　三：高旭恩、張恩雨

　大　一：戴尼爾、莫凱恩、蔡牧祈、

張易軒、吳侑恩、鄭鴻偉、蔣月芬

　大　二：王弘洋、林可馨、莊佩慈、

蘇佳和、劉書雅

　大　三：朱加宜、戴妮希、黃立芸

　大　四：洪暐晨、蘇晏瑩、蘇佳陽、

力少琦、林謙宥、彭浩恩、花婕芸、

賴俞君、汪業政

　道碩二：楊文豪

　文碩一：楊恩慈

§雙連幼兒園消息§
109年度第一學期新生開始招生，招收

年滿2歲半以上不包尿布的小朋友，雙

連教會在籍陪餐會友子女可於三月29日

(日)～四月8日(三)以電話向教會辦公

室登記，本園將按新學期名額數個別電

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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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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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一、為世界─求神挪去冠狀病毒對全球

的危害,	施行奇妙的醫治在全地。

二、為台灣─願主保守全台醫護人員，

有強大的免疫力，不受病毒的侵襲。

三、為教會─雙連人心裡倚靠主就得幫

助，在疫情中不畏懼靠著主來得勝。

四、為雙連福利園區─疫情肆虐中主眷

顧園區長者、工作人員健康、平安。

五、為雙連幼兒園─家長安心託付的園

區，有盡心盡力盡職的老師、員工。

六、為雙連社會福利基金會─一切事工

推展順利，服務社區使神得榮耀。

七、為身體欠安的兄姊代禱，求主醫治：

　黃珮瑜姊妹、林伴姊妹、

　楊鄭英姿長老、許采蘩姊妹、

　賴玲理姊妹、潘鏡洲弟兄、

　陳瑞雲姊妹、李月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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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興福弟兄、柯淑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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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歌詞§
【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墘】

1.有時咱經過美麗清靜河墘，樹木真青

翠的路邊；有時咱遇著大憂悶流眼淚

，若經過大風浪的苦海。

2.有時咱遇著歸群兇惡對敵，包圍咱四

邊欲攻擊；有時咱遇著大試煉真艱苦

，致到咱心失望看無路。

3.敢採此世間萬物變換的時，地上未受

贖眾子兒，心肝真驚惶，大擘腹無通

靠，主所贖的百姓免煩惱。

【複歌】免煩惱(免煩惱)，心平安（心

平安），倚靠主，免煩惱，心平安。

【著來讚美主！】

願讚美榮光及尊貴攏歸佇主奇妙聖名。

祂大氣力永遠照顧阮。阮今欲吟歡喜之

歌！是誰親像全能主？

啥款氣力可比並？

祂用雙手創造穹蒼；祂之榮光真顯明！

對佇日出之清早到佇日落之黃昏，阮欲

唱歡喜感謝之歌。萬物出聲感恩。我之

心神著讚美主，因為祂一切所成。

阮之心今充滿感謝，歸聖父聖神聖子！

無別個神會親像上帝賞賜供應。阮欲讚

美至大之主上帝，阮之石磐，光明。願

讚美榮光及尊貴攏歸佇主奇妙聖名。祂

大氣力永遠照顧阮。

阮今欲吟歡喜之歌！著讚美主！著來讚

美主！喔！我之心神著讚美主，因為祂

一切所成。

阮之心今充滿感謝，歸聖父聖神聖子！

無別個神會親像上帝賞賜供應。阮欲讚

美至大之主上帝，阮之石磐，光明。著

來！著來！讚美我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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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摩西(四)～領受誡命(二)
聖經：出埃及記二十章4-6節

　　接上主日分享的領受誡命(一)之後，我們來看第二條誡命。第二條誡命是「不

可為自己造任何偶像」。

第一到第二

第一條誡命告訴我們該敬拜的「																	」。

第二條誡命告訴我們敬拜神的「															」。

誡命的內容

　　經文說：有幾個不可：「不可為自己造任何偶像」

什麼是偶像

1.               的偶像：

2.               的偶像：

3.               為偶像：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偶像

一、               吸引迷惑：

二、人生               ：

三、               高舉自己

去除偶像(一)～不設偶像，															

　　這條誡命：「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中的任何形像。不可向任何偶

像跪拜」告訴我們不可以造偶像不可以敬拜他們，

一、耶穌的像可以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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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字架可以拜嗎？

三、祖先牌位可以拜嗎？：

　1.神主牌位的由來

　2.祭拜祖先的問題

幾項建議：

　1.編撰																：

　2.																禮拜：	

　3.清掃																：

　4.美好																：	

　5.																父母：

去除偶像(二)～調整秩序，															

　　聖經說：「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十六4）

去除偶像(三)～															，榮耀上帝

　　聖經：「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原有上帝的本質，卻沒有濫用跟上帝

同等的特權。相反地，他自願放棄一切，取了奴僕的本質。他成為人，以人的形體

出現。他自甘卑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