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語禮拜 

信息：「基督的「全能權能」」(路加福音 7：1～17) 

講道：林憲懋 // 司會：蔡美端、司琴：賴美如、司獻：張玉治、胡愫媛 

一. 奏樂(會前詩) 

二. 宣召  詩篇 95：1~3 

三. 聖詩  38(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四.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 

五. 啟應  10 

六. 祈禱  接唱主禱文 

七. 讚美  「我就是來讚美主」 

八. 信息(聖經) 

九. 回應詩、禱告  584 

         (至聖救主，罪人朋友) 

十. 奉獻  382(第 4 節)  

十一. 報告 

十二. 平安禮 

十三. 頌榮  389(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十四. 殿樂 

大綱： 

    我要從這段經文，來分享我對「基督的全能
權能」的認識與看見。 
（一）百夫長對耶穌的認識和信心（路加福音 7：2～8） 
對耶穌權能的認識、相信，進而能夠帶出真正將
我們自己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讓耶穌掌權，改
造我們的勇氣和決心，好使我們能成為耶穌基督
真正的門徒！ 
（二）耶穌權能和全能—病得醫治（路加福音 7：9～10） 
（三）耶穌權能和全能—死人復活（路加福音 7：11～17） 
這個故事「最主要的重點」，啟示了基督「有權能」
掌管那個我們所看不見的屬靈世界。對於這個屬
靈的世界，我們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筆記： 

 

 

 

 

華語禮拜 

信息：「基督的「全能權能」」(路加福音 7：1～17) 

講道：林憲懋 // 司會：劉秀娟、司琴：呂以則、司獻：吳承叡、翁子文 

一. 宣召  詩篇 95：1~3 

二. 詩歌  1.來向耶和華歌唱 

       2.爭戰在乎祢 

       3.所有的榮耀歸於祢 

三. 信息(聖經) 

四. 回應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五. 奉獻 「成為祝福」 

六. 報告 

七. 平安禮 

八. 祝禱 

大綱： 

    我要從這段經文，來分享我對「基督的全能
權能」的認識與看見。 
（一）百夫長對耶穌的認識和信心（路加福音 7：2～8） 
對耶穌權能的認識、相信，進而能夠帶出真正將
我們自己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讓耶穌掌權，改
造我們的勇氣和決心，好使我們能成為耶穌基督
真正的門徒！ 
（二）耶穌權能和全能—病得醫治（路加福音 7：9～10） 
（三）耶穌權能和全能—死人復活（路加福音 7：11～17） 
這個故事「最主要的重點」，啟示了基督「有權
能」掌管那個我們所看不見的屬靈世界。對於這
個屬靈的世界，我們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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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美端 

劉秀娟 

賴美如 

呂以則 

聖歌隊 

李聖文 

玉治+愫媛 

承叡+子文 

玉招+愛玲/富美+翠惠 

大學小組/職青小組 

斌洲+大可 

比撒列+士菱 
許玲玲 

下週 
林憲懋 

吳靜昀 

潘曉嫈 

陳鈺婷 

莊雅瑄 

展銘+文藝 

聖歌隊 

周南希 

美端+郁伶 
恩琪+美伊 

喜樂小組 

芳柳+桂香/更新小組 

冠仁+愫媛 

比撒列+曉軍 
蔡賽霞 

【報告事項】 

1. 2/6~8(一~三)林牧師全家前往嘉義參加總會傳教師年會，請為牧家出入平安代禱。 

2. 2/8(三)晚上 8:00 在主堂舉行全教會禱告會，邀請兄姊踴躍出席。 

3. 2/12(日)下午 1：30 召開更新組織會議，請各組組長撥空出席開會。 

4. 2/19(日)召開 2022 年會員和會，當天教會維持兩場禮拜，請屬本會會員的兄姊當天踴躍出席。

本主日公告籍在人在陪餐會員名單。若有特別原因無法參加者，請向小會書記孫明宗長老或林牧

師請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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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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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二~四)在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辦 2023 神學生活體驗營，費用每人 900 元(含餐費)，有意

參加者請至宣教中心掃 QR CODE 報名繳費(2/28 截止報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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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 5973 

華語禮拜/線上 76/23 5200 

1/22新春聯合禮拜/線上 80/17 4166 

主日學 21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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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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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5 日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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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