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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已取
消限制宗教活動人數上限】。
本會禮拜、小組聚會人數已不受限，全
面恢復實境聚會；為防疫需要，進出教
會仍請遵守防疫行動【戴口罩、學習卡
登錄、噴酒精、量體溫】。每場聚會後
志工皆徹底執行各場地清潔消毒，敬請
兄姊放心敬拜、聚會，享受主恩。

2022年本會主題：「睦鄰年」--建造
「恩慈的教會」。 經文：「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10：27)
標語：盡心愛上帝，守約愛鄰舍！(華
語)；你是好厝邊，願你平安！(台語)

〈本主日〉上午10:20於禱告室，專為身
心靈健康需要者禱告。

〈本主日〉新眼光讀經運動靈修讀本，
統㇐由小組⾧至招待桌領取分發給組員
及關懷組員。

〈本主日〉上午9:00第㇐場禮拜舉行聖
餐，歡迎凡洗禮經信仰告白的信徒皆可
領取聖餐同享主恩。本次聖餐奉獻對外
捐予台北中會南區。

〈本主日〉上午10:30在禮拜堂召開，
在籍會員名冊及辦理事項已公佈於教會
兩處(禮拜堂門廳、教育館五樓梯廳)公
告欄上，開會前請會員向副書記周靜羚
⾧老領取2022年度會員和會手冊、點名
貼，以示出席。10:20於講壇南座席召開
小會，請小會員與會。

〈本主日〉於教育館五樓[禮堂]舉行。

〈本主日〉請小組動員全體會友參與清
掃，清掃分配區域公布於週報，即日起
請各組先將不要的東西清理掉。

〈本主日〉原訂舉辦同工感恩餐會因疫
情升溫而取消，擇日再辦。願主紀念大
家服事辛勞。

〈禮拜二〉晚上8:00於教育館五樓舉
行，敬請區⾧及全體小組⾧、見習小組
⾧，撥冗參加。

〈禮拜三~四〉前往花蓮玉山神學院舉行。

〈禮拜五〉晚上8:00樹林地區眾教會於
本禮拜堂舉行禱告會，主領：樹林教
會，證道：黃旭正牧師。

〈下主日〉主日學校暫停㇐次，敬請信徒
陪同年⾧父母或孩童子女闔家參加禮拜。

歡迎會友自行收集整年份周報(請將釘書
針拆下)送辦公室，教會協助免費裝訂，
至㇐月底截止。敬請會友收集每週主日
週報，將合訂成冊紀念。

本會製作屬靈年夜菜，從除夕至新春初
二有菜單在週報內頁，請信徒在過年期
間邀請主坐席家中，成為家庭的主人，
有喜樂得勝的過年。

請信徒踴躍參與全會性信徒例行聚會：
月初清晨禱告會、主日上午禮拜、週五
晚上禱告會，領受上帝賜福，並準時預
備心參與。

2/25(五)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舉辦新春野
外禮拜，前往礁溪公園戲場舞台野外靈修
㇐日遊，費用700/人，請於2/13(日)前向松年
團契會⾧王清泉⾧老報名。

1.聖經㇐年讀㇐遍，請於招待桌拿取進
度表。

2.婚姻輔導課程於2/8(二)起開課(4堂)。
欲由小會主持婚禮新人請向辦公室報
名以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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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小組的新人，請小組速聯絡關
心，邀約參加聚會。

二、小組契約已放置小組⾧抽屜，請小組
⾧帶領組員宣讀、簽名，小組契約簽
名後，可交回辦公室護貝，以利組員
留存。

三、2021年第四季點名表請交回辦公室
並領聚會記錄表。聚會紀錄表如需更
新，請連絡辦公室。

[蘋果樹/李源灝]㇐月份庭園打掃、古文鈞
(古東信的父親)

[橄欖樹/張經宜]張明福。

[棕櫚樹/徐慕德]楊武雄(亞東)

[無花果樹/蕭瑞和]朱水松、李豐榮、陳慈賢。

[恩　慈/詹小紅]徐陳貌師母。

[讚　美/陳秀慧]柯勉。

[信望愛/鄭彩雲]林秀英、王美蓮(亞東)、王麗婷
(李芷嫻的女兒)、王又立(李芷嫻
的孫女)。

[和　平/潘貴美]陳屘1/7安息主懷，已於1/18
完成告別式各場禮拜，安葬
在金山基督教平安園，求主
安慰遺族。許鶴自宅1/16完成
聖別禮拜。

[彩　虹/李秀芬]柯霈君(⾧庚，李秀芬的女
兒)，吳月雲。

[恩　典/黃雅玲]黃育麒(陳麗真的兒子)。

[仁　愛/石煖玉]周素蘭、梁艷旭。

[恩　惠/翁倖誼]賴坤祿(賴玉惠的父親)。

[多　果/張志豪]鄭以葳(鄭偉銘的女兒)亞東。

㇐、1/21-23大學學測:腓立比-彭煒翔；豐
盛-劉衍丰、林珈亘；陽光-鄭庭安，
請代禱。

 (1/30)

徐慕德 讚美團 李環祐 黃若瑜

男士牧區 蘋果樹小組

林靜江 郭淑美

陳明正 劉鳳連 鄭彩雲

張嬌珍

田秀娟

謝鎮聰、劉俊義

黃徽哲(5樓) 鄭偉銘(5樓)
張焜城(1樓) 王秀鳳(1樓)

張經宜(5樓) 李環陵(5樓)
蕭錦泉(1樓) 黃樹松(1樓)

李秀芬 李豐榮 張永妹
何桂卿 王文杰 李秋慧
廖月女 王淑妙 葉　雷

鄭彩雲 王婷玉 張錦雲
吳月雲 蕭錦泉 王督智
王先雲 劉鳳連 陳美棗
吳俊慰

陳志中 劉鳳連 黃美惠

丁麗美

陳麗芬 李秀芬 黃雅玲

詹小紅

林玟妗老師 林玟妗老師

李文翰 傅翰妮 李文翰 李晨翰

李源灝 李泰昌 李晨翰 劉國忠 李正義 葉政諺

   溫士逸 陳諺樑 黃以安 陳玟彣

 鄭偉銘 李允溢 賴源璋 張焜城 蔡玉涵 鄭美如

   賴青芝 陽光小組 黃惠謙 磐石小組

石金枝 尤麗亞 游喬蓉 陳秀慧 薛碧惠

   李雅嵐 周駿威 林珈亘 傅翰妮

李晨翰 李仲頤 李衍一 李晨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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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上午10:30

每週二晚上  

每週三　

每週四　

每週六晚上7:00  

每週日上午10:30 

每週六下午5:00 

每週六晚上7:00 
每週日下午1:00

下午1:30

每月三 、四週主日下午1:00

每週六下午5:00
證道　 黃旭正牧師

主題　 翻轉的信仰

經文　 何西阿書7：8-16



上午9:00

宣 召 …………………………… 許聆爾姊妹

讚 美 新聖詩26 今阮感謝上帝
萬物充滿你的恩典
主你的疼

會眾一同

祈 禱 …………………………… 徐慕德長老

聖 經 但以理書5：1-7、24-30 徐慕德長老

證 道 …稱一稱你的重量… 吳秀江牧師

祈 禱 …………………………… 吳秀江牧師

聖 詩 356首主!我今就近愛見祢的面會眾一同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眾一同

聖 餐 拿起、祝謝、擘開、遞給 黃旭正牧師

奉 獻 … 380首甘心的奉獻… 會眾一同

公 禱 …………………………… 黃旭正牧師

頌 榮 551首好膽，好膽認基督會眾一同

祝 禱 …………………………… 黃旭正牧師

阿 們 頌 …204首Coda哈利路亞… 會眾一同

殿 樂 …………………………… 讚 美 團

上午10:30

宣 召 …………………………… 陳諺樑弟兄

讚 美每一天
與祢更靠近
願祢的話

會 眾 一 同

使徒信經 …………………………… 會 眾 一 同

奉 獻…………………………… 會 眾 一 同

禱 告…………………………… 溫士逸弟兄

聖 經但以理書5：1-7、24-30 溫士逸弟兄

證 道…稱一稱你的重量… 吳秀江牧師

回 應 …………………………… 會 眾 一 同

祝 禱 …………………………… 吳秀江牧師

讚 美 …………………………… 會 眾 一 同

向親朋好友祝福：

「在家過好年，有主享平安。」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華語主日禮拜聖禮典(台語主日禮拜)

本週睦鄰行動

使徒信經  (華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