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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蔡明靜姊妹 

司禮：林仁惠執事 領詩：許昱寰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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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 司禮 

聖   詩 38 首「謳咾全能的主上帝」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聖詩第 15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15 篇（第 1025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和華 聖歌隊 

聖    經 

 

 

民數記 14：1—25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157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 171 頁) 

司禮 

講    道 另有一個心志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149 首「脫出罪惡、烏暗的交界」 △會眾 

慈善奉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詩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司禮 

頌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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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牧師 

司禮：杜秋鳳姊妹 

司琴：Alui 執事 

領詩：姊妹團契/恩樂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33：1—2 領詩者 

敬拜讚美 1.愛是從神而來 

2.你是彌賽亞 

3.無所不在的神  

姊妹團契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領詩者、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傳道書 4：1—8 

（舊約第 595 頁） 

司禮 

讚    美 我深渴望 王朝弟兄 

講    道 什麼主導我的人生？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獻上感恩 PacakateniKawas △林惠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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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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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2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主領：林孟筑姊妹 

頌讚團：恩典小羊 

頌讚上主 1. 前來敬拜  

2. 我們呼求  

3. 唯獨依靠你 

會眾 

禱    告  主禮 

聖    經 民數記 14：1—25 主禮 

講    道 另有一個心志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介紹   主禮 

報    告  蔡尚穎長老 

回 應 詩 唯獨依靠你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領唱：林孟謙弟兄、徐于恩弟兄 

Bass: 蔡慕昀姊妹 

吉他：林孟筑姊妹 

鋼琴：賴思竹姊妹 

鼓手：楊立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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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2021 年上半年度慈善奉獻 

本主日舉行今年上半年度慈善奉

獻。奉獻袋已夾在週報內，請兄姊一

同關心、代禱並奉獻。 

2. 長執會公告 

本會電子管風琴因使用年限將屆

等問題，目前修復九成繼續使用中，

預估頂多再 5 年使用壽命。因此，長

執會決議開立「管風琴奉獻專款」計

畫，以 5 年募款 500 萬為目標，鼓勵

會友為更新管風琴來奉獻。 

3. 姊妹團契本主日有例會 

本主日(4/25)禮拜後，姊妹團契

在教育館二樓舉行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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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兄姊參加。 

4. 荊棘團契本主日有聚會 

本主日(4/25)禮拜後 11：30，荊

棘團契在禮拜堂五樓有聚會，內容為

契友分享，備有簡餐，歡迎有興趣的

兄姊一同參加。 

5. 成人主日學查經班公告 

每主日上午 9：00的成人主日學，

由程牧師所帶領的查經班，自本主日

起，開始查考《列王紀上》，歡迎兄姊

踴躍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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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要理班已於上

週六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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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會辦公室休假通知 

本週六(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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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下主日(5/2)召開臨時小會 

下主日(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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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姊妹團契 5/5(三)心靈園地聚會 

姊妹團契第四次「心靈園地」訂

於 5 月 5 日(三)下午 1:30-3:20 在教

育館四樓原民堂教室聚會，邀請布漾

牧師專講，主題為「走出一條屬於自

己的路：雖然現在的我不好，沒有關

係……」。誠摯邀請兄姊一起來學習，

從現實生活的挫折中，如何靠主得力

且得勝呢？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10. 大專生獎學金的頒發 

於原民堂禮拜時頒發 2021 年第

二學期獎學金，敬請兄姊繼續為教會

青年求學順利關心、代禱。大專生獎

學金頒發名單：周祐良、吳振宇（泰

雅族）、王朝（魯凱族）、黃筱筑（阿

美族）。 

11.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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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 野外禮拜：打漆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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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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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馬歆媛姊妹、邵曼．牧力姊妹

預備心完成第二階段課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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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4/25 截止）。 

13. 婦女事工部西小區 5/11母親節慶祝會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於 5/11

（二）下午 1:30～3:30 在中山教會擧

辦西小區 2021 年母親節慶祝會，邀請

喜樂合唱團～男聲四重唱音樂見證分

享，歡迎姊妹邀請朋友踴躍參與，歡

慶溫馨佳節。請向姊妹團契或芭奈幹

事報名參加，即日起至 5/4 截止報名。 

14. 星中松年部孝親感恩禮拜 

星中松年部舉辦孝親感恩禮拜，

邀請陳文欽牧師主理，講題：母德流

芳，及台灣失智症協會湯麗玉秘書

長，專講題目：失智症的預防，時間：

5/19（三）上午 9：30～12：00，地

點：和平教會。報名費：100 元，請

於 5/14 前向松年團契會長陳豐茂長

老或辦公室報名。 

15. 星中松年部舉辦龜山島生態之旅 

星中松年部舉辦龜山島生態、宜

蘭風情之旅，第一梯次 6/10（四），

第二梯次 6/15（三），費用每人實收

1,800 元（已補助 300 元），請於 5/11

前請向松年團契會長陳豐茂長老或辦

公室報名。 

16. 聖望教會劉潤萍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台北中會聖望教會訂於本主日

(4/25)下午 3：30，舉行劉潤萍牧師

就任第五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誠摯

邀請兄姊蒞臨，同頌主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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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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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年來，台灣中南部缺水現象

愈來愈嚴重，我們要繼續迫切的

為這塊土地向主祈求。願主憐憫

我們的軟弱，也垂聽百姓向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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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賜下足夠的雨水在台灣各

地。並開啟眾人的心，明白一切

的恩典都是從上帝而來。 

2. 在整個國際間，目前所提供的疫

苗，不是不易取得，就是品質令

人擔憂。值此變種病毒不斷出現

之時，我們更要求主以大能的雙

手，帶領台灣新冠肺炎疫苗研發

團隊，能盡快完成疫苗的研究及

注射，並帶領台灣的百姓，認識

我們的主是掌管生命的主宰。 

3. 願主引領我們教會每位兄姊，都

能經歷福音的大能。因在經歷的

過程中，我們自己的生命不僅要

被造就，而且更要得著能力去為

主作見證。這是我們的祝福，也

是我們的使命。 

4. 請為兄姊能因著敬畏上帝而願

意過聖潔的生活禱告。 (1)求主

幫助我們在祂面前的服事，只是

專一為了要榮耀神的名而侍奉。

(2)求主光照我們在屬世的生活，

能堅守純正的真理和價值觀。 

5. 求主感動我們未信主家人的心，

預備他們的心成為福音種子的

好土。並在家人的身邊預備撒種

的人，也預備澆灌的人，更賜下

聖靈在家人的生命中，使得救的

福音能漸漸成長。 

6. 請為原民堂福音事工禱告： (1)

原民堂將在 5/2 舉行野外禮拜，

願主保守出入一切平安，且在禮

拜中經歷上帝的同在。 (2)為都

原福音事工祈禱，願主帶領更多

在北部工作的原住民兄姊，進入

附近的教會，同心敬拜上帝。 

7. 請一起為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禱告： (1)求主賜福士林教會進

行的弱勢課輔事工，能因著教會

的服事而留在教會。 (2)願主看

顧教會經營的有機農場，在此缺

乏雨水的時刻，仍有上帝的恩典

同在。(3)求主與以撒牧師同在，

堅固林牧師所作的工，並賜福林

牧師的家。 

8. 請為 4/25(日 )主日禮拜的服事

禱告：講員：程仲惠。司會：林

仁惠。司琴：蔡明靜。領詩：許

昱寰。獻詩：聖歌隊。頌讚團：

恩典小羊。願主賜福我們的服事，

成為聖潔榮耀的祭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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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仲惠牧師 

另有一個心志 
經文：民數記 14：1—25 

前言： 

我們常說：自由意志是上帝賜給我們的寶貴禮物。同樣的，上帝也賜給靈界

受造的天使擁有自由意志。只是，有的天使選擇要高過上帝，以致墮落沉淪。而

更多的天使則在自主意識中，決定完全順服上帝。這種現象，也實質投射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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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中。 

經文思考： 

一、百姓另有一個心志：悖逆的心。 

二、摩西另有一個心志：代求的心。 

三、迦勒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的心。 

結論： 

在這段歷史的記載裡面，可以看見每個人得到的是同樣的訊息內容，而他們

也都有同樣的生活經歷，但在重要關鍵的時刻，卻出現了不同的心志，以致各自

有不同的結局。同樣的考驗，至今仍不停出現在上帝的百姓面前，但感謝主，藉

著摩西、迦勒，提醒我們在這個世代，要有一個專一跟從的心。 

分享事項： 

1.當上帝的旨意與自己的想像不符時，人會有哪些反應？ 

2.當他人不願接受自己的建議，甚至攻擊自己時，人會有哪些反應？是否包括為

其向上帝代求？ 

3.當所處環境和所面對的文化和價值觀，都背離上帝的話語時，我們是否仍然願

意專一遵從上帝的命令？如果願意，有可能會付出哪些代價？我們預備好了嗎？ 

 

原住民禮拜講道大綱—布漾．星牧師 

什麼主導我的人生？ 
經文：傳道書 4：1—8 

在旅行裡，什麼樣的感受對你來說最重要？ 

 憶起 2005 年在德國科隆參加世界青年日的活動～ 

上主正展開祂的主導 

 除了上主之外，主導人生的動力還有什麼？ 

在這樣一個不公平的社會裡，發生了什麼事？ 

 1. 權力不均，成了壓迫的根源 

 2.  聽不見被欺壓者的聲音 

 3.  處在危難之中的人，得不到任何的「援助」？ 

 4.  保護人免於壓迫：這是自找麻煩？ 

  原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是那麼的不公平 

 5.死亡讓人不用再目擊到「這世上一切不公平的事」 



-273- 

  死亡被視為祝福 

  那未出生、未看見過不公平的事，真的有比較幸運嗎？ 

我們總是看不見自身的優勢與幸運！ 

 主，祢要我們明白的人生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為誰而展開？ 

 我們希望由甚麼來主導人生？ 

此刻，讓上主來主導我們的人生。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要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親那裏去。(約翰福音 14：6」 

願上主，主導我們的人生。 

 

會友園地 

2021.04.13 婦女事工部 
信仰生活營感恩分享 

●陳春梅 

感謝讚美主！讓我有機會參加信

仰生活營，感謝濟南教會提供寬敞明

亮的場地及東門教會姊妹的邀約，享

受了豐盛的聚會。九點半一到，先由

詩歌《我欲謳咾》開啟今天的頌讚，

後由主講人巧馨老師分享今日主題。 

「你很美麗」是今日主題，上帝

造人各有其特色，巧馨老師分享她也

曾經莫名的不愉快過了她的國中高中

尷尬時期，因情緒障礙而無法上學，

但父母皆以無比的愛接受她，陪伴她，

天天在她床前唸經文，唱詩歌，一手

執起她的手，讓來自主最深的愛及祝

福進入她身而能入眠！ 

直至她上大學，生命中對美術的

熱愛奔放四射，她在顏色世界中找回

了自信與快樂，至誠的感謝天父及父

母無悔的付出，也分享鼓勵我們汲取

新知，竭力追求主，活出主所喜悅美

善且有活力的每一天，感謝讚美主！ 

巧馨老師教導我們做一張你很美

麗的卡片給自己最大的鼓勵與讚美，

並提供資料讓我們參考，讓我們可以

駕輕就熟的完成美麗的圖像，藉著相

框可做隨時的喜樂動力的泉源，感謝

讚美主！ 

課程中很快在感恩學習中結束，

感謝婦女事工部舉辦這意義非凡的活

動，也謝謝巧韾老師的教導，更感謝

東門姊契給我有這個機會參加學習。

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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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3 星中婦女事工部於濟南教會「信仰生活營」 

台語詩創作──蜻蜓石校外教學 
●黃政枝 

 

太平洋水橫眼前蘭陽美景看分明 

教授憶著媠風景行出絳帳做農耕 

種菜飼蟲飼雞鵝資源循環項項寶 

田嬰石頂生態好只憐主人筋骨勞 

 
 

蜻蜓石感恩之旅 
●陳春梅 

感謝天父，在期盼中天父賜予一

美好天氣：溫和且晴朗，東門學苑學

員準時赴約，八點半一到四車中型巴

士直驅石教授所經營的蜻蜓石。 

蜻蜓石為東門學苑石教授秉持著

熱愛大自然，善用所學發揮所長，在

宜蘭頭城鎮經營一有機生態農場，車

在蜿蜒的山路中緩緩爬坡，哇！蜻蜓

石到了，新鮮的空氣，乾淨的美景，

看了令人煩惱一掃而空。 

石教授親自帶大家參觀絲瓜棚下

嫩黃的花朵，以及南瓜結實累累，又

去看養雞場，隻隻色澤鮮艷，健康有

勁扯開喉嚨大唱迎賓之曲，又去看下

蛋區，體會下蛋的喜悅，又看到養香

菇的木頭，還有所種的有機蔬菜，講

解得十分精確明白，更讓我體會樣樣

食物皆如米飯一般，是粒粒皆辛苦汗

水得來的，惜物感恩之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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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的盛宴在長老禱告後，豐富

的菜餚，飄香的滷肉飯，永吃不膩的

炒米粉，自己養的土雞，咖啡、可可，

冷飲……應有盡有，石教授很大方又

熱情的請大家享受佳餚，且窗外美景

泳池綠水蕩漾，遠遠海邊似滾了鑲邊

的手帕可愛又迷人，還有吊掛的躺椅，

坐在其上，搖啊晃的，所有煩惱皆拋

諸九霄雲外啦！ 

可愛的光陰總覺得很短暫，二時

一到大家又準時相約在車上，真感謝

東門學苑給予我一學習戶外的感恩之

旅，更感謝石教授傾囊以授經營他的

專長，祝福他生意興隆，更感謝大家

相逗陣共歡欣，感謝讚美主！ 

 

 

活動照片 

 

 
20210415 東門學苑四 A「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活」蜻蜓石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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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東門樂齡春季班 週三課程「香草手做班」 

 
20210418 馬大與馬利亞團契與柏威長老看電影 

 

主日學園地 

第四課 信靠主的恩典 

▓經文 哥林多後書 12：7∼10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明白生命中的軟弱和艱難，雖然難受，有時卻有益處；勸

勉學生倚靠上帝的恩典，把軟弱變成剛強。 

▓金句 只要有我（基督）的恩典就夠了。（哥林多後書 12：9）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21 年 4 月 25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信靠主的恩典」，研經

範圍是哥林多後書 12：7∼10。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詩歌〈夠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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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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從保羅身上的「刺」對他的影響，來看我們自

己的缺點與軟弱帶給我們的影響，因保羅的「刺」也就是「軟弱」，使他更加倚靠

上帝。接著又以破水桶與挑水伕的故事，學習我們的軟弱可以成為我們的剛強，

因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最後以手電筒照射有小洞的紙可以透出光來，提醒學生，

我們的軟弱就像這些紙上的小洞，上帝的大能藉著我們的軟弱被看見，並鼓勵學

生用心體會上帝回應保羅的話語，也是今天的金句：「只要有我（基督）的恩典就

夠了。」（哥林多後書 12：9） 

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透過找出兩張圖片的不同之處，了解我們雖然像破

桶子一樣的不完全、有軟弱，但上帝必定會透過我們的不完全，叫世人在我們身

上看見他的大能。初小級圈選手電筒透過圖片缺口呈現出的圖案及製作手電筒摺

紙。中小級和高小級學生藉由查考聖經人物尋求上帝時，以上帝回應他們的經文，

教導學生或許不是每一個禱告主都會成就，但主的旨意高過我們所計畫的，所以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可以學習聖經中的這些人物，向主禱告，求主醫治、幫助和

拯救。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學生學習光和影子的圖案認知配對。初小級和

中小級生活實踐與信息復習單元合併。高小級學生藉由思考與分享自己生活中是

否正面臨著什麼樣的「刺」，告訴學生上帝將透過這些生命中的「刺」來成就他的

計畫，我們必能發現這一路都有上帝奇妙的帶領，也終會看見恩典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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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歌隊 

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和華 

詞：摘錄詩篇 103 篇 曲：蕭泰然 

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和華， 

凡若在我內面的，也著讚美祂的聖名。 

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和華， 

不可勿會記得，祂一切的恩惠， 

祂赦免你攏總的罪，醫好你攏總的病； 

祂救贖你的生命脫離死無，用仁愛和慈悲做你的冕旒； 

用好物祝你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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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無快快生氣擱有豐盛的慈愛， 

老父怎樣憐憫他的子兒，耶和華憐憫敬畏祂的人也是如此， 

因為他知咱的體質，思念咱是土粉， 

總是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祂的人， 

對永遠到永遠，祂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我的心神啊！你著讚美耶和華。 

阿們！ 
 

奉獻報告 

●第 16 週（2021 年 4 月 18 日） 

一 月定奉獻： 28 筆 125,400  元 

二 禮拜奉獻： 4 筆 17,732  元 

三 感恩奉獻： 15 筆 38,000  元 

四 對外奉獻： 

    

 

為大眾傳播基金會奉獻： 4 筆 6,800  元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3 筆 242,000  元 

五 對內奉獻： 

    

 

為 JS 團契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東門樂齡奉獻： 4 筆 11,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20 筆 39,700  元 

 

為荊棘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六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合計: 

  

495,632  元 
====================================================================== 

2021年每週讀經進度 

△04/25(日)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1:1-24 
△04/26(一)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1:25-36 
△04/27(二)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2:1-21 
△04/28(三)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3:1-14 
△04/29(四)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4:1-23 
△04/30(五)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5:1-13 
△05/01(六)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15: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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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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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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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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禮拜堂五樓 查經 

王晨旭執事 
大堂禮拜 

獻詩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17禮拜堂五樓 電影欣賞 
游以加、游以安 

大堂禮拜 
獻詩 

查經班 上午 9：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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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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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昱寰執事 陳豐茂長老 

上午 10:00 202 禮、教二樓 
 22 網路直播 

另有一個心志 

程仲惠牧師 

渴慕活水 

馬約翰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上午 10:00 教育館四樓 什麼主導我的人

生？/Puyang 牧師 

彼此相愛 
Jonathan 
蔡約拿牧師 

頌讚禮拜（華語） 上午 11:30 22禮拜堂二樓 
  2 網路直播 恩典小羊 亞薩 

會議/例會 上午 11:30 教育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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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講 新使者讀書會 

二 
東門學苑 上午 9：20 教育館二樓 

詩歌佮酒館 
陳義仁牧師 

探索你的屬靈類型 
張育慧老師 

四 天人合一的自然生
活石正人教授 

從電影看人與上帝 
姚孟昌老師 

三 姊妹團契 下午 1：30 教育館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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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堂二樓 指揮：潘茂涼長老 
伴奏：蔡明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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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i 執事 
司琴：Hola 弟兄 

主理：程仲惠牧師 
分享：鄭幸兒長老 
司琴：陳雅惠姊妹 

原住民家庭禮拜 晚上 8：00  祈禱會 馬金生＆周中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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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教育館三樓 與 Kui 有約（舞蹈） 野外禮拜：打漆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