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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柯芳薐姊妹 

司禮：賴史明長老 領詩：劉佳賜弟兄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詩篇 112：1—2 司禮 

聖   詩 279 首「懇求上帝憐憫」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聖詩第 13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57 篇（第 1103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主啊！使阮越親近祢 姊妹詩班 

聖    經 

 

 

哥林多前書 3：1—9 

（台語漢字本新約第 188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第 255 頁) 

司禮 

講    道 上帝的同工 楊勝榮牧師 

祈    禱  楊勝榮牧師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559 首「永遠啲掌管宇宙的上帝」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司禮 

頌   榮 395 首「至聖天父，阮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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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牧師 

司禮：吳悅彤姊妹 

司琴：吳振宇弟兄 

領詩：JS 團契/Hola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112：1—2 領詩者 

敬拜讚美 1. 願你降臨  2. 新的事將要成就  

3. 我身旁    4. 與祢更靠近 

JS 團契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領詩者、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以賽亞書 44：2、羅馬書 12：1—2 

（舊約第 643 頁、新約第 176 頁） 

司禮 

讚    美 祢的恩典 JS 團契 

講    道 絕對不是偶然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 應 詩 與祢更靠近 △會眾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獻上感恩 Pacakaten i Kawas △黃筱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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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介紹  司禮 

頌    榮 391 首「讚美至高主宰」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643 首 △會眾 

殿    樂  司琴 

 實踐上帝的話語  



-252- 

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2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主領：鄭歆姊妹 

頌讚團：器皿 

頌讚上主 1. 滿有能力 

2. 從心合一 

3. 願祢的話 

會眾 

禱    告  主禮 

聖    經 哥林多前書 3：1—9 主禮 

講    道 上帝的同工 楊勝榮牧師 

禱    告  楊勝榮牧師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介    紹   主禮 

報    告  卓明偉執事 

回 應 詩 永遠不分離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領唱：馬加恩弟兄、葉東碩弟兄、蔡慕昀姊妹 

鋼琴：黃憶慈姊妹 

鼓手：郭毅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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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大眾傳播中心奉獻主日 

本主日(4/18)是大眾傳播中心奉

獻主日，感謝楊勝榮牧師前來分享信

息和請安報告。請兄姊共同關心大眾

傳播中心事工的需要，並為之代禱和

奉獻。 

2. 本主日(4/18)青、少年禮拜 

4 月 2 日台灣發生慘痛的太魯閣

火車意外，50 人因此喪失寶貴的生命，

在這事件中，也有好幾位主內兄姊罹

難。彼得後書說：主的日子要像賊來

到一樣。我們如何來看待生命中不可

預測的意外事件呢？年輕的生命如何

警醒，準備隨時來見主呢？ 

本主日(4/18)的青、少年禮拜，

蔡尚穎長老以「人子來如賊一般」這

主題與大家分享，歡迎青少年朋友上

午 10：00 來禮拜堂五樓參加敬拜。 

3. 信仰要理班開課 

教會定 5月 23日聖靈降臨節舉行

洗禮及聖餐禮拜。信仰要理班昨日

(4/17)上午 10：00 已上了第一堂課，

接下來還有三次課程(4/24、5/8、

5/15)，地點在教育館一樓小會議室。

請有報名洗禮者記得來上課，預定

5/16 主日禮拜後問道理。 

4. 臨時小會 5/2開會通知 

5/2 主日中午 12：40 將召開臨時

小會，地點在教育館三樓小教室。請

小會員預留時間參加。 

5. 教會辦公室休假通知 

4/21(三)、4/22(四)這兩天，芭

奈幹事特休假。 

5/1(六)適逢勞動節，教會辦公室

休假一天。當天原訂信仰要理班課程

暫停，往後延一週。 

6. 教育館地下室停車公告 

教會管理組為減輕同工負擔，自

四月起，教育館地下室立體停車位升

降設備，請駕駛會友自行依控制箱旁

操作說明使用；管理組會請同工在旁

協助。 

7. 姊妹團契下主日(4/25)舉行例會 

姊妹團契訂於下主日(4/25)禮拜

結束後在教育館二樓舉辦例會，邀請

許大雄弟兄專講，主題為「基督徒可

以這樣理財」，神的理財原則是否與現

代理財專家背道而馳？以及如何從聖

經的教導，成為合神心意的好管家，

管理在世的財富。備有簡餐，誠摯歡

迎兄姊踴躍參加。 

8.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1)4/18主日後，在教育館 3樓，

查經／讀書會：陳恩加弟兄，靈修：

王朝同學。 

(2)4/25主日後，在禮拜堂 4樓，

與 Kui 有約（舞蹈）：Yakaw 弟兄，靈

修：簡霛弟兄 

馬大與馬利亞團契聚會～ 

4/18 主日後，在教育館 4 樓，電

影賞析：黃柏威長老，由恩樂會長主

持。 

洗禮前的必修課 II～ 

4/25 主日後下午 3～5 點，在教

育館 1 樓會議室，洗禮前的必修課 II

（5-8 堂）：人、奉獻、開始你的新生

命、聖禮典（與上帝立約），請蘇弘軒

弟兄、馬歆媛姊妹、邵曼．牧力姊妹

預備心完成第二階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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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民堂野外禮拜 

5/2 原民堂野外禮拜，地點在內

湖 147 漆彈營地，本堂將邀請蔡約拿

Jonathan Seitz 宣教師來分享，想參

加的兄姊們，不要錯過這次的感動，

內容有：敬拜、分享、BBQ、慶祝母親

節、大地遊戲、成人漆彈活動等等，

每人報名費 300 元(12 歲以下及敬老

者免費），想參與漆彈活動者報名費

500 元，請向林惠芳姊妹報名與繳費

（4/25 截止）。 

10. 星中松年部 4/19 舉行感恩禮拜 

七星中會松年部本週一(4/19)上

午 9：30～12：00，於濟南教會舉行

感恩禮拜與眼科林逸民醫師專題演

講，主題：「以小看大」。已報名參加

的兄姊，請準時與會。 

11. 奉獻台灣逾 38 年歐保羅教授的繪

本已出版 

本教會江淑文長老與蔡兆倫老師

一起合作，創作《青蛙 飛鳥和松鼠─

─歐保羅在台灣的故事》繪本，講述

在台服務超過 38 年的宣教師歐保羅

的生命故事，他開啟台灣鳥、青蛙和

松鼠研究的開端，以及在台灣失去兩

位幼子的生命故事。辦公室有展示，

歡迎參閱、支持。 

12. 小原流台北支部 60 週年慶 

小原流台北支部 60 週年慶，

4/16(五 )～4/18(日 )在台北市忠孝

Sogo 百貨公司 12 樓舉辦花展。 

這次花展有 8 個大作，約百盆中

作品，有色彩插花、有描繪景致的寫

景、有東方風格的文人調、有日本和

風 的 琳 派 調 、 還 有 造 型 的 現 代

花……，呈現小原流豐富優雅的風

格。歡迎前來觀賞！ 

13. 七七歌仔戲團感恩茶會 

見證上帝的恩典 

七 七 歌 仔 戲 團 5 月 23 日

(日)13:30， 於東門教會教育館二

樓，舉行五冬感恩茶餅會。感謝上帝

自從 2015 年，五冬以來的引挈，七七

歌仔戲劇團全體成員邀請逐位兄姐共

同同齊來見證上帝的恩典，在飲茶配

餅的當中，阮欲將上帝奇妙的作為一

項仔一項講予您知。歡迎大家撥時間

來參加，毋通漏溝喔，請佮林孟鴻執

事聯絡，電話 0933-890820。 

 

肢體消息與代禱事項  

1. 請繼續為 4/2台鐵太魯閣號所發

生重大死傷事件禱告： (1)願主

與失去親人的家庭同在，安慰他

們悲傷的心。 (2)求主賜下醫治

和平安在每位受傷的乘客身上，

以盡快恢復健康。 (3)願所有執

政人員，能真實謙卑的正視近年

來不斷發生的公安事件（普悠瑪、

戰機及飛行員失事、海軍飛彈誤

射…），更求主引領台灣得著完

全的平安。 

2. 近期台灣中南部缺水現象愈來

愈嚴重，我們要迫切為這塊土地

向主禱告。祈求主赦免眾百姓的

罪，並降下適量的雨水在台灣各

地，好讓百姓看見上帝是施恩憐

憫的主。 

3. 願主帶領我們的教會，成為傳福

音的教會。賜下聖靈的感動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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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每位兄姊的生命中，讓我們的

心轉離世俗的迷惑，引領我們的

眼目去看見上帝在我們身上的

使命。 

4. 願主堅固我們每日靈修的禱告

生活，讓我們以信心到上帝的寶

座前，來領受隨時的幫助。我們

的神是垂聽禱告的神，必要賜下

夠用的恩典給願意到祂面前祈

求的人。 

5. 為台灣能脫離偶像崇拜禱告。台

中大甲媽祖於 4/9-18 遶境，苗

栗通宵白沙屯媽祖於 4/11-19遶

境。請為台灣眾教會特別是海岸

線的教會和百姓禱告，求主憐憫

我們受到蒙蔽，也赦免我們不認

識創造主的罪，願主垂聽我們的

祈求，再次顯明福音的大能在這

塊土地上。 

6. 願主大大感動每位兄姊，都能看

見自己在教會中可以服事的事

工。不論是主日禮拜的各項服事，

或是團契事工的協助，甚至是教

會園藝參與，更可以用電話關心

沒來參加禮拜的肢體。相信藉著

我們願意的心，不僅我們要被記

念，眾人也會在我們身上看見基

督。 

7. 請一起為黃湘茹宣教師禱告：(1)

求主帶領湘茹牧師的宗教簽證

能順利完成。 (2)願主看顧湘茹

牧師的宣教事工，得著聖靈的帶

領，能結出多多的果子。 (3)雖

然美國現有仇視亞裔和新冠疫

情的狀況，但求主保守湘茹牧師

在凡事上，都有主所賜的平安和

喜樂。 

8. 本 會 聖 歌 隊 於 4/17( 六 ) ～

4/18(日)，前往新竹聖經學院舉

辦兩天一夜靈修營「林瑞隆牧師

信仰腳蹤巡禮」，請為營會活動

一切平安順利代禱。 

9. 本會姊妹詩班訂於本週五 (4/23)

前往宜蘭舉辦一日遊活動，求主

保守旅遊行程平安順利。 

10. 請為 4/18(日)主日禮拜的服事

禱告：講員：楊勝榮。司會：賴

史明。司琴：柯芳薐。領詩：劉

佳賜。獻詩：姊妹詩班。頌讚團：

器皿。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

我們身上。願祢堅立我們手所做

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祢堅

立。 

11. 請為原民堂兄姊：(1)尋找友善租

屋處、(2)尋找工作機會、(3)北上

就醫治療、(4)原鄉的家人們⋯⋯等

事項來祈禱。 

 

台語禮拜講道大綱—楊勝榮牧師 

上帝的同工 
經文：哥林多前書 3：1-9 

前言： 

人和人之間的相處，什麼是最大的困難？ 

在使徒時代的哥林多教會是一個非常有恩賜，也很屬靈的教會。但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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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屬靈、很復興的教會，卻發生問題？ 

經文思考： 

1、紛爭的教會 

2、吃奶的信仰 

 a、缺乏屬靈的胃口 

 b、充滿忌妒、紛爭（怨度、相爭） 

 c、依照人的標準生活（照人的款來行） 

3、上帝的同工 

 a、不標榜自己（看毋自己的作為） 

 b、順服上帝的帶領 

結論： 

我們是上帝所揀選的子民、因著神的愛，讓我們成為上帝的同工。我們當盡

力讓自己，讓教會成為上帝的好同工。讓我們在上帝國的建造，彼此有份。 

分享事項： 

1、我覺得什麼是屬靈的？什麼是屬肉體的？ 

2、我的屬靈生命歷程、生命的故事。 

3、我可以如何與 神同工？（事、時、地、物） 

 

原住民禮拜講道大綱—布漾．星牧師 

絕對不是偶然 
經文：以賽亞書 44：2，羅馬書 12：1—2 

這個世界有我或沒有我，有影響嗎？ 

以賽亞書 44：2a 提到：「我是創造你的上主，從你出生，我就幫助你。」 

大家看到了什麼？ 

就算這個世界不在乎我的存在，但是上主在乎。 

在上主的計劃中，我們存在 

「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藉著真理的話創造了我們， 

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居首位。(雅 1：18)」 

創造的主 

祂也為我們的存在負責 

在祂的計劃裡，只要我們相信「上帝是我力量的來源。(賽 49：5c)」 

完全的轉化（羅馬書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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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的八要》：敬神愛人、天天讀經、常常祈禱、殷勤聚會、 

           樂意奉獻、領人歸主、服務社會、維護生態 

上主的介入，在人們的不足之處賜下恩典，使我們能夠回應上主。 

將「身體」當作祭物獻給上主 

讓上主改造我們，祂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 

讓上主的「轉化」成就在我們的身上，求主使用我們的一生 

在需要的時候，祂帶領我們。 

願主接納、保守我們的心，這一生…… 

我們的存在絕對不是偶然，上主使用我們，只因為祂喜悅我們的獻上。 

 

會友園地 

在安靜中呈現生命力的歐保羅 
《青蛙 飛鳥和松鼠──歐保羅在台灣的故事》新書介紹 

●江淑文 

美好腳蹤系列繪本第 21 本，《青

蛙 飛鳥和松鼠──歐保羅在台灣的

故事》的作者江淑文，研究所就讀於

東海大學時，已經聽聞校園中的歐保

羅教授（Paul Stephen Alexander）

一家的見證故事，但因和歐保羅一家

參加的團契、禮拜的教會不同，一直

沒有直接接觸。事隔數十年，在歐保

羅去世後，江淑文成為本書的作者，

得以重回熟悉的校園中，在歐保羅教

授的秘書、同事、學生的協助下，更

深入了解歐保羅和他的家人在台灣的

故事，完成本書的故事文，並由蔡兆

倫老師繪畫插圖。 

全家一起呈現的生命力 

若要說歐保羅的生命故事，不得

不論及他們一家人的關係。這是一個

關係緊密、互相扶持的家庭，歐保羅

和太太露西都一樣有想當宣教師的心

志，1958 年接受差派，夫婦倆帶著一

女二子從美國到台灣中部大肚山上的

東海大學任教。當時台灣和美國的經

濟物質條件落差很大，生活方式也不

一樣，他們一家人努力適應，並在台

灣生了第二個女兒。歐保羅認真教學，

並與露西配搭在校園中傳福音。他們

的孩子對父母的教學、校園工作高度

參與。點點滴滴的家庭生活，在繪本

中的文字與插畫，多有生動的呈現。

如書名，點出歐保羅的實際研究對象，

青蛙、飛鳥和松鼠的實際研究，文圖

中，家人的影像穿插其中，一起陪伴

歐保羅。 

但，令人心碎的是，1965 年，十

歲的長子司提因感染日本腦炎別世。

不到一個月，八歲的次子腓力因為意

外去世。當時，大家以為歐保羅全家

應該會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但是他

們選擇繼續留在台灣，歐保羅說：「因

為台灣的山、樹和這裡的學生，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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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這裡要我做的事。」後來，他

們的第三個女兒出生，接著領養一位

台灣孤兒成為他們家的孩子。 

別人眼中看似完美的家庭，實際

上歐保羅夫妻倆曾經因為長久以來積

壓在心裡的壓力，爆發關係危機，幸

好兩人願意接受婚姻諮商，處理兩人

的問題。往後，他們每次回美國，都

會繼續去上婚姻諮商的課程。這個轉

變啟發歐保羅在台灣的另一個人生里

程碑，從生物教學到家庭關係，從東

海到全國，在台灣致力於推廣夫妻懇

談工作，1986 年創立了「東海大學幸

福家庭研究推廣中心」，幫助更多的

人。 

歐保羅的教學與研究 

歐保羅主修動物生理學，在東海

大學教授動物生理學、胚胎學、發生

學、鳥類學及兩棲爬蟲類等課程。研

究以本土生態為主，先研究台灣的澤

蛙，為台灣青蛙研究的先驅。以後陸

續研究虎皮蛙、蟾蜍。此外，與台大

動物系合作進行赤腹松鼠及小型哺乳

動物的研究。為了研究赤腹松鼠，歐

保羅和他的學生放養松鼠在東海校園，

生養眾多，讓松鼠成為東海校園的住

民。 

歐保羅對鳥類學的研究是對台灣

生物界的另一個貢獻。1964 年，美國

鳥類學家麥可樂博士(H. E. McClure )

在美國政府支持下，從事「遷移性動

物病理學之調查」，並在東南亞成立鳥

類繫放機構，以便研究候鳥與流行病

之 關 係 。 他 與 謝 孝 同 博 士 (Dr. 

Sheldon Severinghaus)及學生康國

維共同出版了《台灣鳥類圖鑑》，為第

一本科學性的本土鳥類圖鑑。 

歐保羅是一個基督徒，相信上帝

創造天地。但，他也是一個生物學家，

面對演化論，他的立足點是，「它們自

成體系，各有貢獻，並不衝突。」 

靜默的力量 

個性安靜不多話的歐保羅，以傾

聽和陪伴來幫助跟他訴說苦惱的人。

他們家總是開放給學生和有需要的

人。 

他來台後學習中文，但課堂上仍

以英文為主。他會用錄音機將學生的

名字錄下，再加上每個學生都必須安

排時間到研究室面談，因此，他記住

所教過的學生名字、做什麼研究、興

趣及其他相關資訊。他常義務幫忙學

生或校內外學者修改英文論文，他會

和作者一起討論，再三斟酌，修改多

次才定稿，讓這些研究的成果得以在

國際上有名的期刊發表，提升我國生

物學研究的地位。 

1996 年歐保羅退休返美，但常受

邀回台灣客座。2014 年 6 月 17 日蒙

主恩召，在世 86 歲，2014 年 7 月 6

日，除了在美國當地舉行告別禮拜，

同時也在台灣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舉

行告別禮拜。 

*. 繪本的完成，感謝歐保羅昔日在東海大

學的秘書晏曉蘭、同事陳錦生教授、林益仁

教授的協助。 

**. 本書紙本部分提供華、英，有聲書則有

台華英三種語言，可掃描本書版權頁上的

QRcode，或是前往美好腳蹤系列繪本網站。 

***.本書的親子旅遊特別規畫中部地區的

賞鳥地圖與指引，建議親子共同出遊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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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20210407 姐妹團契心靈園地──磁磚拼貼手作 

 
20210409 高賀子姊妹家庭禮拜 

 
20210411 原民堂壯行祝福暨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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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3 梁百揚王月惠家家庭禮拜 

 

主日學園地 

第三課 不可白白領受恩典 

▓經文 哥林多後書 6：1∼10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明白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可能遭遇到挫折、苦難；勸勉學生

學習保羅持守信仰，不白白領受上帝的恩典。 

▓金句 既然已經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你們不可使這恩典落空。（哥林多後書 6：1）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21 年 4 月 18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不可白白領受恩典」，

研經範圍是哥林多後書 6：1∼10。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詩歌〈夠額

用的恩典〉及華語詩歌〈我的恩典夠你用〉，請利用《主日學詩歌輯 XI》，全家一

起聆聽。 

在今天的研經信息，提到使徒保羅和甘為霖牧師是我們的榜樣。保羅即使遭

遇逼迫、鞭打，甚至被關在監牢中，他仍然持守信仰，忠心傳揚基督的福音。而

從蘇格蘭來到臺灣宣教的甘為霖牧師，同樣也遭遇到地方惡霸的恐嚇，甚至住處

被放火焚燒，被長矛刺傷，甘為霖牧師仍奉獻他的一生，只為將基督福音帶給臺

灣百姓。鼓勵學生，當我們領受耶穌基督的愛之後，不能白白領受恩典，在生活

中必須透過正確的信仰態度、美好的信仰生活來回應上帝的救贖之恩，正如同本

課的金句：「既然已經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你們不可使這恩典落空。」（哥林多後

書 6：1） 

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透過製作甘為霖牧師的故事小書，讓學生明白甘為

霖牧師宣教過程雖遭遇困難阻礙，但是他堅持忍耐，為的就是將福音帶給臺灣百

姓。初小級藉由保羅的信主經歷，學習保羅持守恩典的忠心榜樣。中小級透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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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思考，體會甘為霖牧師在臺灣宣教時遭遇逼迫的心境。高小級透過經文閱讀，

鼓勵學生持守真道，並以行動回應上帝的恩典。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生活實踐與信息複習單元合併。初小級藉由觀

察圖片討論領受救恩後，生命會有哪些改變，鼓勵學生為主作見證，榮耀上帝的

名。中小級學習省察自己是否有活出新造的生命，鼓勵學生學習保羅的榜樣，持

守信仰到底，忠心成為上帝的福音使者。高小級學生思想自己曾領受哪些上帝的

恩典，鼓勵以實際行動分享出去，使人也能得著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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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禮拜 

讚美：姊妹詩班 

主啊！使阮越親近祢 

佇此個安靜之時刻，就佇此個聖殿， 

佇阮感受祢臨在；可知主恩典。 

換新阮心神，救阮靈魂。 

用祢愛疼感動阮，使阮安穩。 

今咱佇此相與交陪，友情與愛加添。 

使阮永遠盡忠，主；使阮永屬祢。 

請祢憐憫阮，阮就自在。 

當祢近倚阮，平安佇阮心內。 

主，當阮仰望祢，懇求無息。 

幫助阮信靠祢；照祢引導。 

主啊，佇阮言行舉止，使阮一生日子， 

愈親近祢，愈親近祢。 

佇擾亂包圍之世間，助阮顯主真光。 

與阮相同行，主啊；佇阮心齊全。 

導阮之腳步；誠心致意。 

逐日導阮親近祢。賜阮氣力全心信靠跟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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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5 週（2021 年 4 月 11 日） 

一 月定奉獻： 39 筆 136,100  元 

二 禮拜奉獻： 4 筆 11,095  元 

三 感恩奉獻： 11 筆 15,800  元 

四 節期奉獻： 2 筆 1,2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急難救助奉獻： 1 筆 8,000  元 

 

為黃湘茹牧師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2 筆 6,0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 JS 團契奉獻： 2 筆 1,500  元 

 

為少年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姊妹詩班奉獻： 2 筆 3,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2 筆 2,000  元 

七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管風琴奉獻： 1 筆 10,000  元 

合計: 

  

208,6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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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每週讀經進度 

△04/18(日) 台灣聖經公會以賽亞書 25:1-9 

△04/19(一) 台灣聖經公會以賽亞書 26:1-19 

△04/20(二)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7:1-13 

△04/21(三)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7:14-25 

△04/22(四)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9:1-18 

△04/23(五)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9:19-33 

△04/24(六)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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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聚會．歡迎參加（聚會中請關手機） 

週 聚會項目 時間 上週人數/地點 本週內容 下週預告 

 
 
 

主 
日 
 

聖歌隊練習 8:30-9:40 26禮拜堂二樓 指揮：張紀盈長老、洪雅恩姊妹 
兒童主日學校 上午 9：40 27教育館三樓 幼稚班、國小級（初小、中小、高小） 
青少年主日 
禮拜/查經 上午 10：00 15禮拜堂五樓 禮拜 

蔡尚穎長老 
查經 

王晨旭執事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12禮拜堂五樓 慶生＆團契填空 
林士文姊妹 

電影欣賞 
游以加、游以安 

查經班 上午 9：00 禮拜堂一樓 程仲惠牧師 程仲惠牧師 
信仰成長 上午 9：00 6 禮拜堂五樓 楊台鴻長老 楊台鴻長老 
白話字班 上午 9：00 3 禮拜堂六樓 黃政枝弟兄 黃政枝弟兄 

主日禮拜 
（台語） 

上午 9：50 領詩 劉佳賜弟兄 許昱寰執事 

上午 10:00 209 禮、教二樓 
 15 網路直播 

上帝的同工 

楊勝榮牧師 

另有一個心志 

程仲惠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上午 10:00 教育館四樓 絕對不是偶然 

Puyang 牧師 
什麼主導我的人
生？/Puyang 牧師 

頌讚禮拜（華語） 上午 11:30 32禮拜堂二樓 
  2 網路直播 器皿 恩典小羊 

會議/例會 上午 11:30 教育館三樓 教育組會議 姊妹團契例會 

一 星中婦女合唱團 上午 9：30 禮拜堂二樓 詩歌練習 詩歌練習 

二 
︱
四 

東門樂齡 上午 9：30 
下午 1：30 禮拜堂一樓 

（二）健康美食 
（三）香草生活 
（三）健康操 
（四）手機教學 

（二）健康美食 
（三）香草生活 
（三）健康操 
（四）手機教學 

二 科大聯合團契 下午 6：30 禮拜堂一樓 期中考週 專講 

二 
東門學苑 上午 9：20 教育館二樓 

探索你的屬靈類型 
張育慧老師 

詩歌佮酒館 
陳義仁牧師 

四 從電影看人與上帝 
姚孟昌老師 

天人合一的自然生
活石正人教授 

三 姊妹團契 下午 1：30 教育館二樓 每月第一週聚會 每月第一週聚會 

四 男聲詩班 晚上 7：00 禮拜堂二樓 指揮：潘茂涼長老 隔週練習 

五 

姊妹詩班 上午 9：40 26 禮拜堂二樓 宜蘭一日遊 
指揮：潘茂涼長老 
伴奏：蔡明靜姊妹 

祈禱會 晚上 7：30 禮拜堂一樓 主理：程仲惠牧師 
分享：陳業鑫執事 

主理：程仲惠牧師 
分享：Alui 執事 
司琴：Hola 弟兄 

原住民家庭禮拜 晚上 8：00  張仁松＆王秀琴家 祈禱會 

六 青年查經班 晚上 6：30 教育館一樓 查經/郭世鼎執事 查經/郭世鼎執事 

日 漁網團契聚會 上午 11:30 禮拜堂六樓 5/2 講道討論分享/黃國華弟兄 

日 JS 團契 下午 1：30 8 教育館三樓 查經/讀書會 與 Kui 有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