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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1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張琬玲姊妹 

司禮：廖弘源長老 領詩：林鑫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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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8 司禮 

聖   詩 214 首「上帝慈悲無窮無盡」 △兒童及會眾 

小朋友的愛 1. 獻詩：因主與我同行 

2. 獻詩：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3. 感謝媽媽的話 

4. 獻花給媽媽代表 

兒童主日學 

及少年團契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聖詩第 12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35 篇（第 1061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幸運草 聖歌隊 

聖    經 

 

 

出埃及記 2：1—10 

（台語漢字本舊約第 59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舊約第 69 頁) 

司禮 

講    道 摩西的母親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513 首「主互咱對母胎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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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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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9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牧師 

司禮：方蘭馨姊妹 

司琴：Hola 弟兄 

領詩：姊妹團契/杜若穎姊妹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71：6—8 領詩者 

敬拜讚美 1.我神真偉大 

2.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3.求祢充滿我 

姊妹團契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 △領詩者、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雅各書 4：11—17 

（新約第 262 頁） 

司禮 

讚    美 願祢降臨 馬金生長老家庭 

講    道 從上主的角度來看生活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獻上感恩 Pacakaten i Kawas △王小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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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21 年 5 月 9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主領：李佳霖姊妹 

頌讚團：喜樂 

頌讚上主 1. 耶和華行了大事 

2. 愛祢到底 

3. 住在你裡面 

會眾 

禱    告  主禮 

聖    經 出埃及記 2：1—10 主禮 

講    道 摩西的母親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介    紹   主禮 

報    告  楊台鴻長老 

回 應 詩 相信愛就有奇蹟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領唱：洪士屏執事、王晨旭執事、

李貽玲姊妹、李宜樺執事 

 

 鋼琴：蔡明靜姊妹 

 鼓手：郭毅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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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慶祝母親節 

本主日為母親節，請兒童主日學

學生上午 9：10 在教育館 3 樓集合練

唱詩歌。台語禮拜中，感謝兒童主日

學及少年團契的獻詩和分享祝福媽媽

的話，並由小朋友獻花給媽媽代表，

會後將請少年團契協助分送每位兄姊

一人一支康乃馨，願上帝賜福所有的

媽媽喜樂平安。 

感謝媽媽致詞名單： 

吳鈞甯（母趙奕然，父吳致緯） 

陳子婷（母尹雅惠，父陳志堅） 

張穎謙（母王愛惠，父張揚銘） 

張軒宇（母林郁昕，父張維傑） 

潘怜玨（母黃幼薰，父潘統綸） 

潘怜謙（母黃幼薰，父潘統綸） 

2. 小會公告  

上主日(5/2)召開的臨時小會，

以共識決的方式通過葉志達牧師的

聘牧案。本週週報第 304 頁刊有葉

志達牧師簡歷和「牧會期許」，請兄

姊繼續為本會聘牧事工代禱。 

3. 信仰要理班開課 

教會定 5/23 聖靈降臨節舉行洗

禮及聖餐禮拜。本週六(5/15)信仰要

理班還有最後一次課程，地點在教育

館一樓小會議室；預定 5/16 主日禮拜

後問道理。 

4. 松年團契下主日(5/16)舉行例會 

松年團契下主日禮拜後 11：30

在教育館二樓有例會，邀請留學義大

利女高音駱惠珠副教授專題演講：聲

樂說話法（讓聲音悅耳宏亮的健康發

聲法），歡迎兄姊參加，備有簡餐。 

5. 東門學苑及樂齡五月課程表 

東門學苑及樂齡五月課程表已張

貼在教會公佈欄，供兄姊參閱；另外，

教會辦公室也有課程表可供索取。 

6.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1)5/9 主日後，在教育館 3 樓，棒

球查經：Temu 弟兄，靈修：高言弟兄。 

(2)5/16主日後，在教育館 3樓，

東門青年聯合：Sawmah／簡霛，靈修：

Sawmah 會長。 

馬大與馬利亞團契聚會～ 

5/16主日後，在 1樓副堂與廚房，

餐桌神學：Abin 姊妹帶領手作。 

7. 下主日(5/16)原住民堂召開同工會 

5/16 主日後在 4 樓原民堂，召開

第 5 次同工會，請長老、執事、團契

負責人／輔導，各組組長：方蘭馨、

杜秋鳳、謝志祥、林文恆，事工聯絡

人：王小翠，關懷組：林若蓮、JS 代

表及活動組組員，務必出席與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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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二

（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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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報名的姊妹記得準時與會。 

9. 精兵協會宣教特會「提升緬毅力」 

你是否對「宣教」有呼召，卻遲

遲害怕，不敢回應呢？又或者你對「宣

教」這個詞，其實不了解、很陌生呢？ 

台灣基督精兵協會訂於今年 6 月

19 日(六)9：20～17：15，在和平教

會舉辦宣教特會「提升緬毅力」，歡迎

兒少、學青報名參加。活動詳情請自

行參閱張貼在教會公佈欄的海報。 

10. 精兵協會「探索．戰鬥營」 

你知道什麼福音嗎？還是你不知

道如何傳福音給身邊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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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精兵協會訂於今年 7 月

15 日(四)～7/18(日)，在真理大學舉

辦「探索．戰鬥營」，歡迎國、高中生

報名參加。活動詳情請自行參閱張貼

在教會公佈欄的海報。 

11. 青少年馬偕巡禮營 

星中校園部為紀念馬偕博士來台

宣教 150 週年暨七星中會設立 70 週

年，於今年 7 月舉辦「青少年馬偕巡

禮營」，期待藉此鼓勵本宗青年對於馬

偕博士 150 年前來台宣教的腳蹤有更

多認識，並傳承宣教使命。 

日期：7/5(一)～7/6(二) 

地點：淡江中學 

對象：升國二以上之學生 

費用：每人 1,100 元整(5/20 前匯

款為早鳥優惠 800 元) 

行程表：請參閱公佈欄或至教會辦

公室索取。 

聯絡窗口：姚亘貞傳道師 0988-830808 

報名：即日起至 6/15 前，共 80 個

名額，請掃描下方 QR Cod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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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台灣的疫情禱告。過去一年

多來，我們的上帝以慈愛的雙手

圍繞這裡的百姓，使我們有別於

其他國家。此刻，又再次出現疫

情擴散的現象，我們要祈求主(1)

賜給政府有能力和智慧將疫情

控制住。 (2)感動百姓主動配合

防疫規定。 (3)願主以至高的權

柄，再次醫治這塊土地。 

2. 為印度禱告。印度疫情失控，進

入緊急狀態，不但醫療崩潰，連

火葬場都不夠使用，台灣及各國

皆紛紛支援氧氣等醫療設備。我

們同心求主憐憫印度，使疫情能

得著控制，同時也求主幫助印度

眾多的教會，能在封鎖缺乏食物

醫藥的時刻，得著特別的恩典，

並經歷上帝同在的平安。 

3. 感謝主，憐憫我們的需要，並垂

聽百姓的祈求，開始賜下雨水。

但我們仍要繼續向主祈求，降下

足夠的雨水在台灣各地，特別是

中南部地區。讓這地的百姓在生

活及各項發展上，都有上帝的恩

典臨在。 

4. 請為教會進行的社區福音事工

（學苑、樂齡）禱告： (1)求主

賜給我們智慧及方式，能帶領人

進入教會。 (2)願主感動長執及

兄姊，藉著參與和關懷，幫助每

位同學自然的融入教會中。 (3)

求主幫助我們在不同的階段，能

預備越來越貼近大家期待的課

程，吸引人進入教會學習。 

5. 請為教會中許久未能進入教會

禮拜的兄姊禱告。不論是因為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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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疫情、或是身體欠安、抑或是

心靈有攔阻的兄姊，都願上帝賜

下平安及力量在他們身上，保守

每位未能前來禮拜的兄姊，每天

仍能經歷上帝恩典的看顧。 

6. 我們要為自己的屬靈生命向上

帝禱告： (1)求主的靈光照自己

的內心，並引領自己的心思意念，

都合天父的旨意。 (2)求主潔淨

自己的口，只說榮耀神、造就人

的話語。 (3)求主幫助我們願意

向神敞開自己，讓聖靈能住在自

己的裡面。 

7. 請一起為博愛手語教會禱告：(1)

求主保守手語聖經翻譯的事工

能順利進行。 (2)願主帶領手語

族群的福音事工能更多的得著

主揀選的百姓。 (3)願主看顧每

位肢體都能在教會中，經歷上帝

奇妙的恩典。 

8. 請為 5/9(日)主日禮拜的服事禱

告：講員：程仲惠。司會：廖弘

源。司琴：張琬玲。領詩：林鑫

宏。獻詩：聖歌隊。頌讚團：喜

樂。願主以我們的讚美和敬拜作

為祂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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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的母親 
經文：出埃及記 2：1—10 

引言： 

曾有句猶太諺語說：「上帝不能無處不在，因此他創造了母親。」這樣的說法

在人世間，無疑的可以高舉母愛，但同樣無疑的，也在無形中貶低了上帝的能力。

因此，我們寧可說：「上帝為了讓我們能稍稍體會祂的愛，所以賜給我們母親。」 

經文思考： 

一、摩西的生母。 

二、摩西的養母。 

三、完成天父的旨意。 

結論： 

在教會的歷史中，許多讓人尊敬的教父、神學家、傳道人，他們之所以能一

生忠心敬虔的服事，他們人生的第一位教師，不是那一位有名的學者，而是他們

的母親。更特別的是，這些母親不是去教導神學理論或哲學思想，而只是簡單以

聖經的經文提醒兒女，並以自己的生命在兒女面前見證上帝的同在。 

分享事項： 

1.我們想要留給兒女的事項，請按真實想法依順序寫下來，並尋求主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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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信仰延續到下一代，這是每位父母的期待和責任，但要如何具體的進行？ 

3.在這段經文中所記載的摩西的姊姊，從她身上有哪些事項，提醒我們要如何體

貼父母的心意？ 

 

原住民禮拜講道大綱—布漾．星牧師 

從上主的角度來看生活 
經文：雅各書 4：11—17 

你的生活過得如何？ 

在今天，評斷的語言與自以為是的行為如何影響我們？ 

真的是上帝離我們好遠嗎？ 

 還是我們將自己跟上帝的距離給拉遠了？ 

我們要活出上帝的肯定 

 1. 清潔的言語：不論斷別人。(v.11-12) 

 2. 不要自誇，因為明天如何，沒有人知道。(v.13-17) 

沒有活出上主的話語，生活會有麻煩嗎？有。 

 我們該怎麼做…… 

 1. 「如果主願意」我們都能行出各樣的美好，我們願意按著上主的角度與看

見來生活嗎？ 

 2. 既然我們都知道要怎麼去行善，那我們還在等什麼呢？ 

    我們願意突破許多言語、行為帶來的限制嗎？怎麼做？ 

活出基督徒生命的特質 

處在這不怎麼友善的世界裡，上主教導我們不要評斷、不要自誇，我們就按

著這樣的方式來生活，讓自己在言行上活出上主的話語，完全地信靠祂，一起來

付諸行動吧！ 

 

葉志達牧師簡歷 

◆1975 年出生，是葉金木牧師（東門教會第一任牧師）的曾孫。 

◆真理大學工管系畢業。 

台灣神學院道碩班畢業（2003-2005）。 

東南亞神學院神學碩士班畢業，主修舊約（2005-2008）。 

◆牧會年資共 13 年： 

日月潭教會 6 年（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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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教會 7 年（2014-迄今）。 

◆曾擔任客家宣教中會議長，現任總會傳道委原會書記及法規委員會委員等，

行政經歷豐富。亦擔任台神神學系舊約兼任講師，新眼光讀經作者。  

◆牧師娘-吳重芸牧師 

台灣神學院音樂系畢業，主修鋼琴，副修大提琴。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牧會年資 13 年（其他暫略）。 

子女兩名，分別為 10 歲，12 歲。 

 

牧會期許 
猶太神學家赫舍爾(Abraham J. 

Heschel)提到「我被呼召，故我存在」，

意思是信靠上帝的人，透過走在上帝

的呼召，而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對我

來說，我沒有從小立志成為牧者，而

是當進入社會工作時，開始尋找我自

己生命的意義，才確立成為牧者是上

帝對於我的呼召。因此，我毅然決然

辭掉工作，進入台灣神學院受裝備，

最後因著上帝的恩典，讓我成為牧者。

由此來看，關於我的牧會期許，就必

須談到上帝呼召我成為怎樣的一個牧

者。 

對於我來說，身為一個牧者，最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好好傳講上帝的

話語。因此，當道學碩士班畢業，許

多同學進入牧會禾場成為傳道人之際，

我選擇繼續進修，考上東南亞神學碩

士班並主修舊約，最後取得學位。目

的就是讓自己更瞭解聖經，並期許在

將來牧會的時候，無論是在講道上、

以及在查經班上，都可以幫助兄姐更

認識上帝的話語。而這樣的期許，即

使在牧會十三年之後，仍是我繼續努

力的方向，期待自己在傳揚上帝的話

語上，越來越精進，好幫助兄姐越來

越瞭解聖經所要傳達的信息。因此，

無論我在何處牧會，透過主日講道、

查經班……等等事工好好傳講上帝的

話語，這是上帝對我的呼召，也是我

的牧會期許之一。 

身為牧者，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讓教會成為一個實踐彼此相愛

的地方，而這件事需要牧者以身作則。

因此，除了許多傳達愛的事工，包括

對於教會兄姐的關懷，與喜樂的人要

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羅 12:15）。

更重要的是，怎麼讓教會能夠保持和

諧與合一。對我來說，和諧、合一不

在於大家意見、觀點都相同，和諧與

合一，是在教會長執、同工、兄姐們

認知到彼此雖不一樣，卻能夠在上帝

的愛中，一起敬拜、一起服事、一起

奔走天路。感謝上帝給予我的恩賜，

是可以在許多不同意見，透過溝通協

調，整合成一個意見。因此，身為牧

者的我盡力維持教會的合一、和諧，

成為彼此相愛的團契，是上帝對我的

呼召，也是我的牧會期許之一。 

另外，身為牧者的我，上帝對我

的呼召，就是按照所牧養的教會屬性，

也就是教會歷史的發展以及所在地的

需要，適性地發展事工，帶領教會兄

姐一起走在上帝的呼召中。因為我相

信上帝在每間教會有不同的帶領。特

別是從教會歷史、以及教會所在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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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可以看見每間教會在這世代

中的呼召。 

第一，在每間教會的歷史中，雖

經歷不同的高山低谷，但從整個教會

歷史的脈絡，可以看見上帝對每間教

會有不同的呼召。就如同東門教會一

樣，自有歷史以來，被教會各界所看

見的是努力追求上帝的話語以及幫助

弱勢教會或族群，這兩個特色可以說

是上帝在歷史上給東門教會的呼召。

因此，從教會發展的歷史面向，可以

看見上帝對於該教會的呼召。 

第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強調

定根在本地的教會，這不只是意味著

包括用母語禮拜，或者是注重台灣文

化而已，更意味著教會宣教事工應該

按照所在地的需要或屬性，讓宣教不

只是宣教，更是對其所在地，無論是

台灣教會界，或者是所在地生活的人

們得到益處。就如同在我現在牧養的

新屋教會，因為地屬偏鄉，教育資源

不足，有許多弱勢家庭孩子在功課上

沒有人可以幫助。因此，在與教會長

執同工不斷傳達這樣的異象，最後，

上帝親自感動眾長執同工，願意開設

新屋教會陪讀班事工。然而，這樣的

事工未必適合別的教會。因此，從教

會所在地的面向，適性地發展教會宣

教事工，因為上帝對不同教會有不同

的呼召。 

就如同耶穌為門徒向上帝禱告說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

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

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

我一樣。」（約 17:23）耶穌期待他的

門徒在上帝的愛中，彼此合一，彼此

相愛。因此，身為牧者的我，對於自

己的牧會期許，就是好好傳講上帝的

話，讓教會合一、和諧、彼此相愛的

情況之中，從教會歷史、所在地的面

向，與教會長執同工一起尋找上帝對

教會、對每一位弟兄姊妹自己的呼召，

一起尋找上帝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生

命意義。 

牧師 葉志達敬上 

 

活動照片 

 
20210427 姊妹團契靈修之旅──聖經文化園區（墓穴前的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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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7 姊妹團契靈修之旅──野柳地質公園（入口） 

 
20210502 原民堂野外禮拜大合照 

 
20210502 JS 團契打漆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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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 

獻詩：兒童主日學及少年團契 
因主與我同行 

因主與我同行，我就不會孤寂， 
歡笑時祂同喜，憂傷時祂共泣； 
因主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 

困乏軟弱中有主賜恩，我就得剛強。 
經風暴，過黑夜，度阡陌，越洋海， 

有主手牽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願我所行路徑，願我所歷際遇， 
處處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跡。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祢開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將稱頌祢到永遠 
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過地 

＊全地都要來讚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稱頌祢 
山雖動搖 地雖改變 
我對祢的愛永不變 

 

讚美：聖歌隊 
幸運草 

詞：黃郁芬 曲：林京美  

小時候最喜歡幸運草， 
媽媽說它能帶來幸福， 

我每天找啊找，每天找啊找， 
怎麼也找不著它蹤跡， 

媽媽笑著說：幸運草就在你心底。 
失望時帶來安慰，灰心時帶來鼓勵， 

不知所措時，它會帶來希望。 

今年我們又回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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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媽媽早已離我而去。 
我忽然看見那幸運草，在草地上迎著風搖曳。 
我的幸運草，幸運草，媽媽就是那幸運草， 

幸運草，幸運草，媽媽就是幸運草， 
失望時帶來安慰，灰心時帶來鼓勵， 
不知所措時，帶來希望，帶來希望。 

我看到幸運草就在那裡， 
我知道幸運草永遠 永遠在心底。 

 

主日學園地 

第六課 孝敬父母 

▓經文 以弗所書 6：1∼3；歌羅西書 3：20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明白孝敬父母是基督徒的本分；勸勉學生善盡孝敬的本分。 

▓金句 要孝敬父母。（以弗所書 6：2）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今天（公元 2021 年 5 月 9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孝敬父母」，研

經範圍是以弗所書 6：1∼3；歌羅西書 3：20。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

詩歌〈孝敬父母〉及華語詩歌〈孝順父母〉，請利用《主日學詩歌輯 XI》，全家一

起聆聽。 

今天是母親節，在信息當中提到華人對於孝道的重視，也提到了許多華人認

為基督教沒有拿香祭拜祖先，便是對祖先的不敬和不孝，但其實並非如此。舊約

的十誡中有提到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如此就能得著上帝所賜的長壽，新約中保羅

更提到「作兒女的，你們要聽從父母；這是基督徒的本分」。不過孝順也並非是盲

從，在聽從父母的話時，同時也要有辨別的能力，要懂得察驗父母所要求我們的

事情，是否合乎聖經真理的教導、是否蒙上帝的喜悅。本課金句也再次勸勉學生：

「要孝敬父母。」（以弗所書 6：2） 

到了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和初小級的學生透過手作花束，對照顧者表示

感謝。中小級透過查經讓學生明白聖經中所教導的孝順真義為何，同時也讓學生

回想對照顧者的形容，及照顧者的美好特質如何幫助自己，並寫下對他們的感謝。

高小級學生查考經文，曉得孝敬父母並不只是單純的順從父母，若是家人間願意

彼此學習和理解，這也是對父母的孝順。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初小級和中小級與單元一合併。高小級透過

心心一家的情境題，讓學生反思，若是自己也遇到同樣的問題，會如何面對，並

讓學生學習「溝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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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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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8 週（2021 年 5 月 2 日） 

一 月定奉獻： 33 筆 136,500  元 

二 禮拜奉獻： 3 筆 11,610  元 

三 感恩奉獻： 12 筆 82,800  元 

四 節期奉獻： 1 筆 1,0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七七歌仔戲團奉獻： 2 筆 58,000  元 

 為中寮教會奉獻： 1 筆 50,000  元 

 

為急難救助奉獻： 1 筆 8,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4 筆 112,0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東門樂齡奉獻： 1 筆 3,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3 筆 106,000  元 

七 特別奉獻： 

    

 

為管風琴奉獻： 3 筆 12,000  元 

合計: 

  

5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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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每週讀經進度 

△05/09(日)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5:1-11 

△05/10(一)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5:12-21 

△05/11(二)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6:1-14 

△05/12(三) 台灣聖經公會羅馬書 6:15-23 

△05/13(四) 台灣聖經公會使徒行傳 1:1-11 

△05/14(五) 台灣聖經公會使徒行傳 1:12-26 

△05/15(六) 台灣聖經公會使徒行傳 20: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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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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堂二樓 指揮：張紀盈長老、溫若伶姊妹 
兒童主日學校 上午 9：40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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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禮拜堂五樓 

查經 
許昱寰執事 

查經分享 
許昱寰執事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禮拜堂五樓 新世代微米網紅
辛酸史/曾理弟兄 

跳舞其實沒有那麼
浪漫/張勻甄姊妹 

查經班 上午 9：00 8 禮拜堂一樓 程仲惠牧師 程仲惠牧師 
信仰成長 上午 9：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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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鑫宏弟兄 張揚銘弟兄 

上午 10:00 
228 禮、教二樓 
 19 網路直播 

摩西的母親 

程仲惠牧師 

作基督的大使 

布興大立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上午 10:00 教育館四樓 從上主的角度來看

生活/Puyang 牧師 
一切都是為了祂 
Puyang 牧師 

頌讚禮拜（華語） 上午 11:30 32禮拜堂二樓 
  4 網路直播 喜樂頌讚團 器皿頌讚團 

會議/例會 中午 12:40 教育館二樓  松年團契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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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小皮我餓
了） 

好久沒看到大隻的
螢火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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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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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昱寰執事 
司琴：陳慧麗姊妹 

主理：程仲惠牧師 
分享：楊台鴻長老 

原住民家庭禮拜 晚上 8：00  達米＆恩樂家 謝志祥＆莊雅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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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講道討論分享/莊勝傑弟兄 

日 JS 團契 下午 1：30 教育館三樓 棒球查經 東門青年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