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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蔡明靜姊妹 

司禮：王晨旭執事 領詵：陳豐茂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詵篇 19：1—2 司禮 

聖   詵 4 首「天下萬國眾人著聽」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上帝十條誡（聖詵第 11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60 篇（聖詵 1107 頁） 司禮 

讚    美 神若為我們 聖歌隊 

聖    經 馬太福音 5：38—48 司禮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5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 8 頁)  

講    道 第二里路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373 首「救主耶穌，我立志」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聖   詵 391 首「謳咾天頂主宰」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殿    樂  司琴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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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4 月 7 日上午 10 點 

主禮：布樣〃星傳道師 

司禮：達米弟兄 

司琴：高箴姊妹 

領詵：JS 樂團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19：1— 2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上帝十條誡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詵篇 126 篇 △司禮 

獻    詵  JS 樂團 

講    道 恩典之路 主禮 

回 應 詵 恩典之路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高賀子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陳玉瑛老師 

祝    福 聖詵 509 首「讚美天父萬福淵源」  △會眾 

禱    告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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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19 年 4 月 7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亞薩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2. 深觸我心 

3. 寶貴十架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    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馬太福音 5：38—48 主禮 

講    道 第二里路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寶貴十架 會眾 

祝    禱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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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本會退休林瑞隆牧師安息主懷 

    本會退休牧者林瑞隆牧師

於 3/30(六 )晚 間 安 息 主 懷 ，

4/6(六 )下午在本會舉行告別禮

拜，隨後安放於基督教平安園，

願主的安慰與林牧師娘一家同

在。 

2. 下週棕樹主日也是受難週開始 

    4/14 是棕樹主日也是受難

週的開始，4/19（五）是基督受

難日，禮拜五晚間將舉行受難夜

聖餐禮拜，4/21（日）是復活節，

上午與原民堂舉行聯合禮拜。 

3. 4/13 日東門學苑講座 

   本週六 4/13 日東門學苑舉辦

第三堂週末講座，邀請長期推動

台灣與歐洲在社會創新領域之深

度 交 流 的 王 瑜 君 博 士 來 分 享

「2019 柏林影展共學團×生命韌

性×社會創新」時間是下午 2:00

至 4:20。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兄姊

到教會辦公室報名，以便準備茶

點。 

4. 4/13 日青契聚會 

   本週六青年團契聚會為「電影

欣賞」，六點晚餐，七點準時開始

聚會。歡迎有興趣的兄姐參加，

詳情請搜尋粉絲專頁「台北東門

教會青年團契 H2」。 

5. 4/14 日荊棘團契聚會 

   下週日 4/14 主日禮拜後，荊

棘 團 契 舉 行 查 經 聚 會 ，

11:30-12:30 於禮拜堂五樓舉行。

邀請楊台鴻長老帶領查考啟示錄，

會後備有午餐，歡迎有興趣的會

友一同參與。 

6. 4/14 和撒那頌讚團靈修會 

   下週主日(4/14)中午 12：45

至 13：45 在教育館 3O1 教室有和

撒那頌讚團靈修會，題目：大衛

鮑森彌加書，歡迎大家參加。 

7. 2018 年度捐贈證明已開立完成 

2018 年的年度捐贈證明開立

完成，已發送到禮拜堂二樓電梯

口兄姊個人信箱內，沒有信箱的

兄姊，請到辦公室索取。捐贈證

明可於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以

「列舉扣除額」方式申報扣除以

節稅。 

8. 週三晚上查經祈禱會時間調整 

長執會通過，週三晚上的查

經祈禱會，自四月份起，查經併

到週三上午 10：00～11：30 的查

經班一起上課，祈禱會改到週五

晚上 7：30，請兄姊互相告知。 

9. 失物招領 

   教會整理會友遺失物品，放置

在禮拜堂辦公室，如兄姊有在教

會遺失物品有衣服、手錶、雨傘

等，請到辦公室尋找認領。 

10. 主日禮拜後請確實清理碗盤 

主日禮拜後，各團契用餐完

畢，請確實將盛飯菜的方型大餐

具及碗盤清洗乾淨，洗碗機容納

碗盤數量有限，送進洗碗機清洗

的碗盤，可先將菜餚沖洗過後送

進洗碗機清洗，其餘尌請兄姊確

實清洗乾淨後排放整齊晾乾，同

時也鼓勵兄姊帶自己個人使用的

碗筷，使用後也記得自己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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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維護用餐環境與餐具清

潔。 

11. 星中婦女事工部舉行信仰生活營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於 4

月 10 日(三) 上午 9 點 30 到 15

點 30 於本會教育館二樓舉辦

「2019 年信仰生活營」，邀請馬

偕醫院蕭嘉瑩關懷師，主講「心

靈奇遇記」，內容包含發現自我的

內在智慧，及同理心溝通技巧的

運用。有實作課程，需攜帶工具，

詳細內容請聯絡姊妹團契會長，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12. 七星中會舉辦長執培訓 

七星中會教育部舉辦 2019

年第一次長執培訓，主題：「分別

為聖，從長執開始」，時間：4 月

13 日 9：00～16：00，地點：大

安教會，歡迎長執同工報名參

加。 

13. 總會傳道委員會舉辦說明會 

總會傳道委員會舉辦 2020

年欲入學本宗神學院道碩報考生

「人格測驗」暨「服事輔導」說

明會，北部場次日期：7/20（六），

地點：雙連教會，費用：報考生

每人 1000 元，幹部同工每人 100

元，報名截止日期 7/5（五）， 

傳道委員會網站： 

http://evangel.pct.org.tw 

14. 台神舉行春季神學週活動 

    台神推廣教育中心 &神學系

2019 春季「神學週」活動，將於

4月 11、12日(週四、五)晚上 7:00，

在雙連長老教會舉行「基督教信

仰與社會公益服務」講座，主講

人：劉香蘭老師、紀福讚牧師，

活動免費入場，但需報名登記。

http://cpce.tgst.edu.tw/p/40

4-1002-3611.php 

電話報名：(02)2396-4789#306。 

15. 台神主辦「敬拜與音樂」研習會 

台灣神學院主辦 21 世紀「敬

拜與音樂」研習會，講員：金希

文教授、駱維道教授。時間：4/27

（六）9：00～16：40，地點：浸

信會懷恩堂。報名費每人 300元，

報名截止日期 4/20。聯絡電話：

02-28822370＃232 穆姊妹。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請為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

人心的向善祈求，願主重新建造

我們。 

2. 願主為我們打開傳福音的門，讓每

位兄姊都勇敢的向外、向內宣揚主

的名。 

3. 請為每一個頌讚團都有足夠的服

事同工，以及每一個頌讚團都有

充裕的時間參與每一堂頌讚禮拜

代禱。 

4. 為教會徵聘青年事工及教育幹事

禱告，願主帶領合主心意的同工前

來與我們一起同心服事。 

5. 盧俊義牧師身體欠安，願上帝保守

看顧，請兄姊代禱。 

6. 許 昱 寰 執 事 弟 弟 許 昱 元 弟 兄 於

3/30（六）中午安息主懷， 4/14

（日）下午 3：00 於景美教會舉行

告別禮拜。 

http://evangel.pct.org.tw/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3611.php
http://cpce.tgst.edu.tw/p/404-1002-36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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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 為今年度團契事工代禱。 

2. 為今年度音樂培訓事工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 為林珍珠牧師罹癌治療代禱。 

2. 為 2019 年新的事工。 

3. 為教會家庭禮拜小組聚會及同工

的裝備。 

4. 為教會培育年輕的同工及造尌新

來的信徒。 

5. 為對外事工—關心社區弱勢家庭

與弱小教會。 

6. 為教會與社區的聯結及定期向社

區公園發福音單張。 

7. 為同工及弟兄姐妹靈命成長及委

身獻上感恩。 

活水泉教會 

1. 為活水泉教會購置會堂代禱。 

珍珠家園 

1. 珍珠家園的同工同心合意，持續

傳福音，教導聖經，帶領人做耶

穌的門徒。 

2. 鼓勵婦女參與中心活動的設計與

規劃，並提供服事的機會。 

3. 策劃更多有意義的活動，讓萬華

的婦女歸向光明，跟隨耶穌過聖

潔的新生命。 

4. 加強與在地其他非營利團體的合

作。 

5. 感謝主，已找到負責裝潢的專業

團隊，求主給我們智慧，用最少

的錢打造出最棒的設備。房租將

增加三倍，求主供應我們一切的

需要。 

6. 珍珠家園的講台以創世記的信息

分享。我們將嘗詴用藝術讓婦女

「進入」聖經故事。求主帶領更

多婦女來認識祂的話！ 

7. 目前在徵召一名具有社工背景的

同工。願天父為我們預備適瑝的

人選！ 

8. 同工的年紀偏高，求主保守我們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 為國家、教會及部落信仰、身體

欠安及外出的家人代禱。 

2. 4/8(一)Foday 傳道與東美教育部

牧者前往南溪部落為暑期兒少營

會地點場勘。 

3. 4/14(日 )為中會傳道事工奉獻主

日交換講台。本會由真柄教會嚴

明福牧師講道，Foday 傳道受派至

瑞源教會。敬請為中會各項事工

推動順利關心代禱並奉獻。 

4. 4/28(日 )為總會大眾傳播奉獻主

日交換講台。本會由鄭慧雯牧師

講道 ， 與 利吉 教 會 聯合 禮 拜 。

Foday 傳道受派至台東教會。 

5. 禮拜後，請弟兄姐妹留步，練習

復活節獻唱詵歌。 

博愛手語教會 

1. 為台灣社會平安福樂代禱。 

2. 為今年度教會事工推展代禱。 

3. 為台灣手語聖經翻譯事工代禱。 

4. 為本會每主日禮拜臉書直播事工

代禱。 

5. 為眾兄姊每日抄金句決心代禱。 

6. 為長執、各小組、會友的工作，

家庭及服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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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新來的及久未來的兄姊關心代

禱。 

8. 為在國外讀書的青年關心代禱。 

9. 為善華、仟惠、正文及眾兄姊的

身體代禱。

 
 

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基督徒過清明 

經文：創世記 49：28－33                文字整理：林士文  
 

今天我們在教會舉行清明追

思禮拜。無論教會內，還是教會外，

大家都非常重視清明節。不過，在

華人社會裡，從年頭到年尾的所有

節期中，也只有清明節讓基督徒不

知如何面對未信者的質疑，因為清

明節未信者掃墓往往帶了很多香、

紙錢、牲禮去祭拜祖先，而基督徒

頂多帶著一束花去掃墓，我們不免

被教訓說「不孝順父母」。其實我們

清楚知道，基督教是一個相瑝尊敬、

孝順父母的宗教。孝順父母的誡命

記載在聖經十誡中的第五誡，上帝

特別吩咐他的子民要遵守這個誡

命。 

基督徒是慎終追遠的信徒 

透過今天的經文，我首先要跟

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是慎終追遠

的信徒。 

對華人來說，慎終追遠是子孫

應有的基本態度，瑝別人在祭拜祖

先時，基督徒則是以祈禱的方式來

進行，我們用和別人不同的形式來

表達追思之情。除了儀式不同以外，

我們和未信者一樣注重孝道，特別

是在「慎終」這個部分。今天經文

中，雅各即將過世前，他交代孩子

要將他葬在自己父親、祖父埋葬的

地方。《創世記》五十章描述雅各一

過世後，約瑟吩咐醫生用藥物保存

父親的屍體，用四十天時間完成防

腐工作，並為雅各舉哀七十天，然

後把雅各歸葬迦南，再舉哀七天。

因此，我們清楚看到，基督教信仰

中相瑝注重慎終的部分。在這個時

代，許多未信者參加完基督教的告

別式後，常常會私下表示：「教會的

葬禮比起民間儀式，更顯得莊嚴、

更令人感動。」 

再來說「追遠」的部分。無論

是舊約或新約聖經，都記載一個很

重要的部分──族譜，這是華人與

以色列人文化中相似部分中的一項。

《路加福音》三：23～38 中記載耶

穌在世上的族譜，從耶穌開始記載，

一代一代往前回溯到第一代，第 38

節說：「塞特是亞瑝的兒子，亞瑝是

上帝的兒子。」我們看到，在追遠

的部分，以色列人可以一直追溯到

他們的祖先是從上帝那兒來的。 

華人的祖譜可以追遠到什麼

程度？過去我有好幾次到決定信主

的家庭主持聖別禮拜，這種禮拜一

定要面對的問題尌是：如何處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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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神祖牌？有些牧師的方式是拿

回教會，家屬不必過問，交給教會

處理即可。不過有時家庭中有不同

的意見，所以我會建議他們，將神

祖牌移到廟裡讓別人拜，然後自己

來信主。在主持聖別禮拜的過程中，

我有機會看到神祖牌裡寫著家族歷

代歷世祖先的名字，他們可以追溯

到第幾代？我看過的最多二十多代，

其他人再多也不會超過五十代。他

們的祖先不會只有五十代，只是無

法追溯得太遠，更不可能追到是上

帝的兒子。 

所以，瑝我們在這裡慎終追遠

時，我們將親人交到上主的手中，

在思念的同時，也看到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家庭，一代一代都在上主恩

典保守中延續下去。 

在生一粒豆，卡贏死後拜豬頭 

透過今天的經文，第二個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親人活著時孝

順他，遠勝過死後對他的祭拜。在

華人的觀念中，人過世後一定要祭

拜，讓過世的祖先得到他需要的東

西，以前只是用牲禮祭拜，現在則

發展到什麼東西都可以燒給祖先，

包括手機、轎車等等。 

我聽過某位牧師述說在美國發

生的事情：一位洋人在復活節帶了

花束去墓園追思親人，復活節剛好

也是華人清明節期，所以這位洋人

旁邊有一位華人也在追思他的親人。

洋人看到華人在墓前擺放山珍海味，

覺得很奇怪，尌問華人：「你的親人

會起來吃你的食物嗎？」華人聽了

很生氣，回答說：「你的祖先如果會

起來聞你的花，我的祖先尌會起來

吃。」華人這樣回答表示他認定祖

先不會起來吃，如果祖先真的起來

吃，他應該會逃的比洋人還快吧。 

《約伯記》七：9～10 記載：「像

雲朵消散，人死了不再返回。他不

再回家，被認識他的人遺忘。」一

樣是紀念祖先，基督徒紀念的方式

是通過獻花的過程，表達對親人的

感情，並追思親人；華人所擺上的

山珍海味瑝然也是表達對親人的感

情，不過更可以說是一種祭物，讓

過世的親人來吃，尌像華人認為過

世後的頭七，親人會再回來。我參

加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告別式，晚

上舉行追思禮拜時，忽然一隻大蛾

飛進來，停在十字架上的亮光處，

主持禮拜的神父說：「這尌是過世的

那位神父回來看我們。」雖然是一

句安慰的話，但是那位過世的神父

會想變成一隻蛾嗎？ 

在我們的信仰裡，過世後的追

思很重要，不過比過世後追思更重

要的事情是孝順，華人有句話說：

「在生一粒豆，卡贏死後拜豬頭。」

意思是，尌算父母活著的時候可以

孝敬的東西不多，但仍然好過死後

才供上山珍海味。 

有復活盼望的清明節 

透過今天的經文，第三個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清明節也是看到

生命重新復活的時期。 

舉行安葬禮拜時，我偶而會引

用《馬太福音》二十八：6 這節經

文，瑝婦人們買了香料，要去耶穌

的墳地抹耶穌的身體時，天使對他

們說：「他不在這裏，照他所說的，

他已經復活了。」每一次聽到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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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都讓人覺得很感動，因為知道

我們所有基督徒的靈魂都不在墳墓

裡，如果我們的靈魂仍在墳墓裡，

我們所信的尌與我們無益處，但是

因為我們所信的是從死裡復活的耶

穌，所以與我們同信的祖先，他們

的靈魂也不在墳墓裡。墳地只是我

們與親人感情連結及紀念他的地方，

我們不是祭祖，而是紀祖，紀念我

們的祖先。 

《傳道書》十二：7 說：「我們

的身體將歸還塵土；我們的氣息將

歸回賜生命的上帝。」所以每一次

清明追思時，我們只是到墳前再一

次提醒自己，人一定會經歷死亡，

但是死後靈魂會安息在主裡，這是

作基督徒最大的安慰。 

    我們舉行清明追思禮拜，除了

因著親人靈魂得到安息而感到安慰，

我們更應該將這個信仰延續下去。

有一天，換成我們的後代在這裡紀

念我們時，他們會紀念我們什麼呢？

是不是能紀念我們將這個信仰，將

最好的寶貝──耶穌基督的祝福，

延續到他們身上？這是我們今天在

這裡清明追思最重要的提醒。

 

主日學園地 

第一課 進入迦南地 

▓經文 約書亞記 1：1∼9 

▓教學目標 透過上帝揀選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上帝應

許的迦南地，並透過約書亞繼續傳承信仰的使命。  

▓金句 「要堅強，要勇敢！不害怕，不沮喪；因為你無論到哪裡，我、上

主—你的上帝一定與你同在。」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 

今天（公元 2019 年 4 月 7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進入迦南地」，研

經範圍是約書亞記 1：1∼9。在詵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進入

應許地〉及華語詵歌〈進入應許地〉。 

本課研經內容講述到上帝揀選約書亞為摩西的接班人，並告訴約書亞只

要他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尌保守他手所做的一切。同時也不斷堅定約書亞

的信心，告訴他「要堅強，要勇敢！不害怕，不沮喪；因為你無論到哪裡，

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讓幼兒級的學生為本課彩圖塗顏色，初小級的學

生則使用路徑選擇題的方式，加深他們對於本課經文的概念。在中小級和高

小級，使用填空題及研經遊戲，讓學生可以在遊戲瑝中再次明白上帝的話

語。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和初小級，使用蘭大衛及蘭大弼醫生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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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讓學生聆聽故事後再為四格畫面著色。中小級讓學生透過閱讀蘭大衛及

蘭大弼一生的故事，讓他們思考身邊是否也有傳承愛及信仰有關的例子。在

高小級使用提摩太的故事，講述他的家人及保羅是如何將基督教信樣傳承給

他，同時也建立他與上主的信心的事蹟，讓學生知道美好的信仰若傳承下去

可以造福許多人，也讓更多人得到福音。  

願上主賜恩典與慈愛與您及家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會友園地 

懷念林瑞隆牧師
       黃傳吉            

    懷念上帝的同工，主的忠心僕

人林瑞隆牧師;林牧師本科是法律，

獻身瑝傳道，神學院畢業尌到東門

瑝傳道師，從 1975～1980 五年。林

牧師處事嚴謹思考細膩，寡言又不

善交際，外表嚴肅，其實為人隨和，

不會計較唯講求原則說道理，本身

生活很隨便，穿著飲食只求溫飽，

有時流於隨便，因此身體一直不夠

強壯。東門服事時與鄭有田長老千

金鄭明敏相識相愛結婚。結婚時我

協助他，瑝新娘車的司機，我去接

林牧師出門，看到林牧師打了一條

色彩不是很搭配的領帶，瑝場我尌

將我的領帶跟林牧師的對調。 

    林牧師曾在宜蘭頭城教會牧

會，不久尌出國。美國 New Jersey, 

Drew 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博士畢

業後在美國長老教會紐澤西佳壇教

會牧會，1990 受聘新竹聖經學院教

務長，院長，2007 年受聘到臺南東

寧教會牧師。林牧師任職聖經學院

時，我多次到新竹拜訪深談領受林

牧師深研的神學學識及文筆。 

    2012年 2月盧俊義牧師宣佈隔

年 2 月退休，小會設立聘牧小組積

極尋覓久久未能決定新牧師人選，

這中間我兩次到臺南拜訪林牧師洽

談到東門牧會的可能性，牧師回應，

他的牧會生涯只剩四年多，應會在

東寧教會退休。 

    因為東門聚會信徒眾多，沒有

專任牧師如同羊群沒有牧者，羊群

得不到照顧領受靈命滋養，希望林

牧師來東門牧養羊群。 

   2013 年底，我任職長老 32 年後

退休，沒想到隔年春，接到林牧師

電郵告知，他可以考慮到東門，我

立即將林牧師的電郵轉小會。林牧

師於 2014 年 10 月到任，2017 年 9

月退休。 

    神的旨意，讓林牧師傳道生涯

從東門開始，也在東門結束。 

    林牧師講壇信息增進信徒靈

命成長，林牧師退休時教會出版林

牧師講道集，是留給我們的信仰滋

養補品，讓我們時時領受林牧師的

教誨，使我們與上帝更加親近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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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願林牧師在天上之靈安息在

主的懷裡。 

願主的安慰和平安與林牧師娘

全家同在。阿們！

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神若為我們 

 
曲：PEPPER CHOPLIN  詞：羅馬書 8:31,35,37-39   台語譯詞：穆俊茂 

 

上帝若為咱，是誰會對敵咱？ 

是誰會隔斷咱佇基督之愛？ 

豈會是患難？（或）是困苦或是窘逐？ 

是枵餓或是散赤（或）是危險之利刀？ 

上帝若為咱，是誰會對敵咱？ 

是誰會隔斷咱佇基督之愛？ 

豈會是患難？（或）是困苦或是窘逐？ 

是枵餓或是散赤（或）是危險之利刀？ 

今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 

無論是佇現今抑是將來遇著之事， 

勿會隔斷咱佇主之愛，就是佇咱之主耶穌基督之愛。 

上帝若為咱，是誰會對敵咱？ 

是誰會隔斷咱佇基督之愛？ 

豈會是患難？（或）是困苦或是窘逐？ 

是枵餓或是散赤（或）是危險之利刀？ 

今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 

無論是佇現今抑是將來遇著之事， 

勿會隔斷咱佇主之愛，就是佇咱之主耶穌基督之愛。 

今咱得勝到有剩，今咱勝到有剩。 

今咱倚靠愛之主基督得勝到有剩。 

今咱得勝到有剩，今咱勝到有剩。 

今咱倚靠愛之主基督得勝到有剩， 

倚靠愛之主基督得勝到有剩， 

主基督，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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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上主：亞薩頌讚團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我們俯伏敬拜你，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尊貴羔羊，我們俯伏敬拜你， 

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你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你聖名直到永遠。 

 

深觸我心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你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我的救主，我得平安，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愛我的主，你的恩典，深觸我心。 

 

寶貴十架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祢。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約，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獻上感恩 
 

獻上感恩的心，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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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3 週（2019 年 3 月 31 日） 

一 月定奉獻： 23 筆 95,100  元 

二 禮拜奉獻： 3 筆 17,330  元 

三 感恩奉獻： 13 筆 44,000  元 

四 節期奉獻： 2 筆 8,600  元 

五 慈善奉獻： 12 筆 19,700  元 

六 對外奉獻：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3 筆 9,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1,000  元 

七 對內奉獻： 

    

 

為東門學苑奉獻： 5 筆 131,000  元 

八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8,000  元 

合計: 

  

334,730  元 

===================================================================== 

◎為教會奉獻台幣、美金奉獻帳戶 

教會抬頭、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統一編號：05351010 

（EAST-GATE PRESBYTERIAN CHURCH,TAIPEI） 

教會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 段 76 號（7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 段 16 號（1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上海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SWIFT CODE: SCSBTWTP024）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 BANK, LTD, JEN-AI BRANCH) 

上海商銀代碼：011  

台幣奉獻帳號：24102000006942    美金奉獻帳號：24108000029578 

 

2019 年每週讀經進度 

△4/7(日)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6：1-18 

△4/8(一)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6：19-31 

△4/9(二)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7：1-19 

△4/10(三)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7：20-37 

△4/11(四)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8：1-17 

△4/12(五)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8：18-43 

△4/13(六)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19：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