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語禮拜 

信息：「為主作「得人漁夫」」(路加福音 5：1～11) 

講道：林憲懋 // 司會：張玉治、司琴：陳祈欣、司獻：潘曉嫈、周郁伶 

一. 奏樂(會前詩) 

二. 宣召  詩篇 25：8~10 

三. 聖詩  217(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四.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 

五. 啟應  7 

六. 祈禱  接唱主禱文 

七. 讚美  「讚美的詩篇」 

八. 信息(聖經) 

九. 回應詩、禱告  131(人若抵著憂悶傷悲) 

十. 奉獻  382(第 4 節)  

十一. 報告 

十二. 平安禮 

十三. 祝福差遣  399(願上主大仁愛) 

十四. 殿樂 

大綱： 

    馬太 4 章和馬可 1 章記載，當我們的主呼召
那些人捨下魚網跟從祂的時候，他們「正在捕
魚」，「正在撒網」。但是路加福音 5：1～11 記載
的是，那些人「沒在捕魚」、「正在洗網」。 
（一）任何專業，主都掌權（路加福音 5：1～3） 
（二）認識自我，專心跟隨（路加福音 5：4～8） 
（三）搶救靈魂，為主得人（路加福音 5：10～11） 

筆記： 

 

 

 

 

 

 

 

 

 

華語禮拜 

信息：「當一起發光時-從社會事件反省當代台灣教會處境」(彼得前書 5：1～6) 

講道：姚復鈞 // 司會：柯美伊、司琴：展銘+易之、司獻：翁子文、陳宝穎 

一. 宣召  詩篇 25：8~10 

二. 詩歌  1.敞開心不停讚美 

       2.我們的神 

       3.興起建造 

三. 信息(聖經) 

四. 回應 「懇求主使用我們」 

五. 奉獻 「成為祝福」 

六. 報告 

七. 平安禮 

八. 祝禱 

大綱： 

一、人心對宗教的想像、教會常被誤解的假想 
二、聖經中的牧養關係 
三、長老教會體制與精神 

四、教會的現在與未來 

筆記： 

 

 

 

 

 

 

 

 

主 日 服 事 表 

聖工分配 講道 司會 司琴 領唱 司獻 關懷 招待 影音 插花 

本週 
林憲懋 

姚復鈞 

張玉治 

柯美伊 

陳祈欣 

展銘+易之 

聖歌隊 

黎小慈 

曉嫈+郁伶 

子文+宝穎 

玉招+愛玲/美都 

麗麗+麗純/奇璋 

仁禎+愫媛 

比撒列+貞臻 
蔡賽霞 

下週 林憲懋 吳昭誼 莊雅瑄 
恩寵 

小組 
玉治+斌洲 光智+富美/豐沛小組 宜雲+文賢 蔡賽霞 

【報告事項】 
1. 1/15(日)兩場禮拜中頒發完成「馬偕騎鐵馬活動」與參加「苦路之旅」者勳章一枚，名單如下(共

計 61 位)：楊麗觀、黃翠鑾、李牧揚、賴慧菁、李妤心、李琦心、吳桂芳、吳昭誼、李文宗、周

郁伶、李以安、林中慧、周南希、柯美伊、朱建華、涂曉軍、曾柏蒼、陳靜恩、鄭人豪、陳淑娟、

鄭子愛、吳君偉、邱佳音、吳尚典、吳尚箴、隋保春、胡愫媛、黃瑋菁、陳正民、林志展、林沅

昊、余文藝、李迦禾、林富美、許愛玲、林欣怡、高于荃、張歐梨、張歐加、吳策明、陳思潔、

吳奕萱、吳維芩、陳禕倫、張玉治、藍本青、莊欣浩、莊杰璁、林幸佳、廖國書、劉玫伶、翁子

文、陳治業、周婷玉、林家敏、賴翠雯、易安德、周鉑凱、鄭美芬、王白雲、林芳柳。 

2. 1/22(日)適逢大年初一春節連假，當天主日早上 10：00 舉行新春聯合禮拜，會後發送經文「福

袋」，請兄姊為新春作感恩奉獻。 

3. 今年春節本會全職同工的休假日期訂於 1/20(週五)至 1/29(週日)，週間聚會全部暫停。 

4. 2/19(日)召開 2022 年會員和會，為配合編印和會手冊，請各部、小組及團契機構於 1/15 前繳交

事工報告及事工計劃給慧菁幹事。 

5. 2022 年讀經列車得獎名單(共計 29 位)：周郁伶、高足、劉大可、吳德福、高瑞僅、劉宜雲、李

文宗、張玉治、劉玫伶、杜維恩、陳秀華、劉惠敏、林中慧、陳芳蓮、歐陽建中、林志隆、隋保

春、潘崑泉、林貞吟、黃翠鑾、潘韻慎、林書華、黃麗、林貴珠、楊幼棻、賴文聰、凃桂昭、廖

國書；以上得獎者禮拜後請洽幹事領取獎品。 

6. 二月份「活潑的生命」靈修月刊開始領取，請有訂購的兄姊至宣教中心找幹事領取。 

7. 教會準備春聯贈送給大家，禮拜後歡迎自行至招待桌領取。 

8. 財務部報告：2022 年經常費收入預算為 12,004,000 元，實際收入共計 11,219,517 元，達成率

93.46%，感謝神恩典夠用；建堂專款部分 2022 年底已還清會友七年無息借款，將保留此專戶作

為教堂及設備修繕與預備建堂基金之用途，感謝神恩典與兄姊的代禱與奉獻。 

活動與報名 
1. 2023 年讓我們「相約來讀經」！為鼓勵大家更主動活潑地讀聖經，只要相揪小組成員 

或家人朋友，以組為單位報名「相約來讀經」活動，依活動辦法完成讀經進度， 

就能獲得小組獎勵金！詳細辦法可詢問人資教育組同工。報名請掃 QR code， 

或洽慧菁幹事。（建議：先以手機下載 YouVersion 聖經 APP、註冊，並與成員互加好友後訂閱

喜歡的讀經計畫，再推派代表一名線上報名） 

2. 2/26~27 舉辦第三屆夫妻營，邀請馬永年博士、梁婉華博士夫妻擔任講員，名額限 

七對夫妻(額滿提前截止)，報名費每對 3600 元，欲參加者請掃 QR CODE 報名 

並向慧菁幹事繳費。 

【牧區/部門報告】 
1. 禱告動力組歡迎兄姊多加利用主堂禱告牆，邀請大家一起禱告，一同經歷神的大能。 

教界與肢體關懷 

1. 張品葳姊妹於 1/10 平安生產男嬰，重 2915 克，恭喜。 

2. 2/3~4(五~六)在崇光文萃中心(新店區三民路 19 號)舉辦聖詩節慶音樂營，有意參加請洽慧菁幹事

索取報名表。 

3. 悲輔工作坊於 3/20、4/17 及 5/22(一)早上 9:00~下午 5:30 在雙連長老教會 8 樓舉辦『憂鬱症與

焦慮症的關懷與陪伴』(講員:黃龍杰臨床心理師)與『哀傷與失落的行動療癒~心理劇在悲傷輔導的

運用』(講員:陳純瑾老師/牧師娘)課程，有興趣參加者請洽慧菁幹事索取報名方式。 

教 會 資 訊 

前週主日聚會統計 教會信用卡奉獻 Linepay奉獻 

名稱 出席 獻金   

台語禮拜/線上 77/21 4970 

華語禮拜/線上 70/24 3460 

主日學 31 1690 



 

 

各小組聚會時間 
小組聚會時間 小組(組長) 小組聚會時間 小組(組長) 小組聚會時間 小組(組長) 

週六 07:00＊ 單車(治業) 週二 10:00 松年團契(富美) 週三 09:30 喜樂(高足) 

週六 14:00 敬拜團小組(文藝) 週二 14:00 以斯帖(雪英) 週四 19:45 恩寵(桂昭) 

週六 19:30＊ 愛加倍(元緒) 週二 14:00 恩惠(富美) 週五 09:45 多加(麗英) 

週日 11:00 兒童牧區(玉婷) 週二 14:00 豐收(美端) 週五 19:30 尼希米(敬勳) 

週日 13:30 職青(子茜) 週二 14:00 豐盛(美玲) 週五 19:30 國高小組(詩婷) 

週日 13:30 大學(宝穎) 週二 14:00 豐沛(瓊惠) 週五 20:00 天天更新(南希) 

週日 13:00＊ 親子(雅玲) 週二 14:00 豐富(桂芳) 週五 20:00 天天得力(郁伶) 

＊為隔週聚會，第一次參加者請洽小組長或幹事詢問 

禱告與裝備事奉 

禱告會 時間 地點 

全教會禱告會 

(愛上禱告會) 

每月第二、五週 

週三 20:00-21:00 

下次日期 2/8 

地點：主堂 

主日早禱會(台) 週日 8:50 主堂 

主日早禱會(華) 週日 10:00 教育一館 

每日清晨禱告會 週一～五 6:30 教育一館 

 

 

 

教會各項網站 

   教會網站       LINE       Facebook     Instagram 

 

 

 

 

 

 

 

 

 

 

 

 

 

 

 

 

 

 

 

 

 

 

 

 

 

2023 年 1 月 15 日 

第 3 週 

 

裝備與事奉 時間 地點 主責 

白話字班 週日 11:00 宣教中心 李南衡 

信仰生活班 週日 11:00 教育三館 張文賢 

查經班 週六 10:30 線上 張文賢 

聖歌隊 週六 9:00 主堂 戴莉容 

敬拜團 週六 15:30 主堂 余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