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語禮拜 

信息：「迷信與信心」(路加福音 8：40～56) 

講道：林憲懋 // 司會：許愛玲、司琴：盧易之、司獻：蔡美端、張玉治 

一. 奏樂(會前詩) 

二. 宣召  詩篇 108：3~4 

三. 聖詩  131(人若抵著憂悶傷悲) 

四.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五. 啟應  15 

六. 祈禱  接唱主禱文 

七. 讚美  「信心、希望、愛疼」 

八. 信息(聖經) 

九. 回應詩、禱告 537(迷路的人，著行倒轉) 

十. 奉獻  382(第 4 節)  

十一. 聖餐 363 

十二. 聖餐奉獻 

十三. 報告 

十四. 平安禮 

十五. 頌榮  389(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十六. 殿樂 

大綱： 

    今天的聖經故事正好是一個很棒的例子，主
耶穌如何在人的迷信與信心之間，祂成就了極其
美善的事。 
（一）信心層次不同，耶穌同樣珍視(路加福音
8:40~42) 

耶穌不會因為信心的種類不同而稍有躊躇。
那裡有信心，祂就立刻回應！ 
（二）「迷信的行動」與「信心的果效」(路加福
音 8:43~48) 

迷信，但後面有信心。他們的信心雖是以迷
信的方式表達出來，但他們仍然得了醫治。這女
人也得了醫治。 
（三）基督是掌管生命的主(路加福音 8:49~56) 
只要有信心在，即使睚魯的信心比不上百夫長的
信心，即使信心是以一種迷信的方式表達出來，
祂還是尊重這些信心，將迷信擱置一旁。 

筆記： 

 

 

 

華語禮拜 

信息：「傳承信仰的新皮袋」(馬太福音 9：16～17、13：52) 

講道：姚復鈞 // 司會：王白雲、司琴：易之+承允、司獻：陳宝穎、陳鈺婷 

一. 宣召  詩篇 108：3~4 

二. 詩歌  1.奔向愛我的神 

       2.榮耀大君王 

       3.我們獻上 

三.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四. 奉獻 「成為祝福」 

五. 信息(聖經)+見證 

六. 回應 「寶貴十架」 

七. 聖餐  

八. 聖餐奉獻 

九. 報告 

十. 平安禮 

十一. 祝禱 

大綱： 

思考問題： 
1.聖經新舊到底是什麼？ 
2.新舊到底難合還是易合？ 
3.跟我們教會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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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愛玲 

王白雲 

盧易之 

易之+承允 

聖歌隊 

張穎文 

美端+玉治 
宝穎+鈺婷 

建中+秀華/桂昭+崑泉 

貴珠+芳蓮/麗純 

冠仁+愫媛 

比撒列+曉軍 
許玲玲 

下週 黃志靖 
姚復鈞 

林恩琪 

莊雅瑄 

展銘+晉瑜 

聖歌隊 

余文藝 

斌洲+愫媛 
家民+承叡 

喜樂小組 

天天得力小組 

仁禎+文賢 

比撒列+貞臻 
蔡賽霞 

【報告事項】 

1. 本會自 2/12~3/12 為期一個月配合總會發起為「土耳其地震」奉獻，若兄姊欲為震災奉獻捐款，

請在奉獻袋上特別註明「土耳其地震」，願上帝保守，安慰受災的人民。 

2. 3/12(日)兩場禮拜中舉行聖餐，請兄姊預備心恭守。 

3. 3/12(日)下午 1:30 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機構首長撥空出席開會。 

4. 3/19(日)兩場禮拜中邀請黃志靖長老(創略廣告董事總經理)前來分享，歡迎邀請朋友前來參加。 

5. 本會信徒獎學金開始申請，至 4/2 截止，訂於 5/14 母親節主日禮拜中頒獎。歡迎資格符合者提

出申請，請填寫申請表格並附上成績單繳給慧菁幹事。 

6. 為配合下一季(4~6 月)行事曆的印製，請各小組、團契、機構將聚會表於 3 月 19 日前交給慧菁

幹事。 

7. 三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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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配合政府室內口罩解封政策，本會將不再強制兄姊進教會要配戴口罩，由兄姊自由決定配戴。 

活動與報名 

1. E1 課程開課：3/18(六)晚上 7:30 在副堂上課，講師：教牧團隊，歡迎上過 T1 者報名參加。 

2. 職場門徒班開課：3/21(二)起早班 10:00「合神心意的見證」、晚班 19:30「合神心意的門徒」，

上課地點在宣教中心，講師：陳鋕清牧師、吳昭誼牧師，費用每人 500 元(不含課本)，5 人以上

開班，欲參加者請向慧菁幹事報名繳費。 

3. 3/22(三)起下午 1:00~5:00 舉辦第三期「敬拜讚美學校」開課，本次課程於 

週三、週五都分別開設了三種不同的樂器班，除了有專業師資的一對一教學& 

團體班外，同時段也加開了課輔班來輔導兒童寫作業，名額有限，請儘速報名。 

4. 4/9(日)下午 1:00~5:00 在本會舉辦全教會運動會「周年！趣運動~~~」， 

歡迎全教會所有會友動趣起來報名參加，請向小組長、幹事或線上報名， 

至 3 月 26 日報名截止。 

【牧區/部門報告】 
1. 大直「蒙式角落親子空間」於 3/23 開課，請大家告訴大家。歡迎家中有 1.5~3.5 年齡的幼兒家長

來報名，每次最多 4 組親子可參加。藉此事工，希望我們教會一起來服事新一世代的孩童及家庭。 

2. 禱告動力組公告：禱告牆每三個月(一季)將更新，會將代禱卡還給本人或小組長。若兄姊仍需持續

代禱，可繼續張貼。 

3. 你有影響力組公告：團隊正在蒐集教會青年的狀態，邀請大家一起來 

填寫職場健檢問卷，請掃 QR CODE 填寫，讓團隊安排最合適的講師前來分享。 

教界與肢體關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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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會教育委員會於 4/29(六)早上 9:00~12:20 在濟南教會舉辦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費用每

人 300 元(現場繳交)，有興趣參加者請洽慧菁幹事索取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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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7 5359 

華語禮拜/線上 75/17 4301 

主日學 26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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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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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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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