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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 點 

主禮：葉志達牧師 

司禮：鄭愛玲長老 

司琴：洪雅恩姊妹 

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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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宣   召 詩篇 95：1—3 司禮 

聖   詩 21 首「主，祢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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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篇（第 1007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奧祕 姊妹詩班 

聖    經 

 

 

約翰福音 2：1—11 

（現代台語漢羅譯本新約 205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 147頁) 

司禮 

講    道 改換眼界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194 首「開我目睭互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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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首「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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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SING 牧師 

司禮：黃筱筑 姊妹 

司琴：Hola 弟兄 

領詩：姊妹團契/恩樂 執事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95：1－3 領詩者 

敬拜讚美 1. 來信耶穌真正好 

2. 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3. 不是一條易路 

領詩者 

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 △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祈    禱  司禮 

聖    經 約翰福音 2：1—12 

（新約第 104 頁） 

司禮 

講    道 這只是開始…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回 應 詩 唯有耶穌 △領詩者、會眾 

奉    獻 獻上感恩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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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聖詩 386 首「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新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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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葉志達牧師 頌讚團：恩典小羊 

頌讚上主 1.上帝能夠 

2.順服 

3.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會眾 

聖    經 約翰福音 2：1—11 頌讚團 

講    道 改換眼界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介    紹   吳志宏執事 

報    告  吳志宏執事 

回 應 詩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主領：林孟筑姊妹 

鼓手：楊立潔姊妹 

鋼琴：賴思竹姊妹 

合唱：林孟謙弟兄 

      徐于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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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執事選舉結果 

本會於上主日舉行會員和會選出

下屆執事，當選名單如下：王世博、

王晨旭、吳志宏、吳惠美、李宜樺、

李怡庭、杜秋鳳、林一忻、洪斌凱、

恩樂‧拉儒亂、翁得育、許昱寰、郭

美吟、陳立威、陳志堅、陳宥惠、陳

業鑫、湛濠銘、劉興政、廖英茵、蔡

昱祺。願上帝親自帶領，賞賜智慧與

牧師團隊、長執一起帶領教會宣教事

工。 

2. 松年團契例會 

松年團契本主日禮拜後 11：30

在教育館二樓舉行例會，邀請留學義

大利女高音，駱惠珠老師專題演講：

聲樂說話法(讓聲音悅耳、宏亮的健康

發聲法)，竭誠歡迎老、中、青兄姊踴

躍參加，備有簡餐，謝謝。 

3. 去年度 (2021)各團契財務報表及

出席人數統計表 

本 主 日 財 務 組 將 提 供 去 年 度

（2021）團契財務報表給各團契，請

各團契會計人員到辦公室領取，團契

收支表請於下主日(1/23)交回。 

另外，已將去年度（2021）團契

出席人數統計表電子檔傳給各團契會

長，請填寫有關出席人數狀況或期待

或展望或目標，並於本週四(1/20)前

交回。 

4. 去年度(2021)奉獻彙計表 

本會 2021 年度奉獻彙計表徵信

已經公佈，為維護個人隱私，兄姊查

詢奉獻時，先至公佈欄查看編號(家庭

合併奉獻者只以一個編號代表)，後至

辦公室櫃檯查看奉獻金額明細。 

同一家庭若需要合併奉獻，請於

1 月 6 日前提出，和會手冊定稿就不

能再更改了，若奉獻金額或其他疑問

請洽辦公室。 

5. 教會疫情因應措施 

為了確實遵守政府防疫規定，本

會最新版本的「教會疫情因應措施

(1/9 更新)」，刊登於本週週報第 70

頁，盼兄姊共同協助，持續配合。 

6. Puyang SING 布漾‧星牧師、 

吳重芸牧師就任感恩禮拜 

下主日(1/23)下午 3：00 將舉行

Puyang SING 布漾‧星牧師就任原住

民宣教牧師、吳重芸牧師就任關懷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請兄姊踴躍參加，

一起在上帝與眾人面前誓約。 

7. 2022 年「少一道菜多一份愛」 

為夥伴教會奉獻 

2022 年春節，教會推出「少一道

菜多一份愛」奉獻活動，鼓勵會友將

圍爐年菜省下一道菜餚的費用，奉獻

作為支持夥伴教會的經費。 

8. 新春稱謝禮拜 

本會將於今年大年初一（2/1）上

午 10:00 舉辦新春稱謝禮拜，歡迎兄

姊於舊曆年的第一天一同來敬拜上帝，

並互道新年恭喜。 

9. 星中第 71 屆第 2 次中會議會 

七星中會第 71 屆第 2 次中會議

會，訂於本週一 (1/17)上午 10：

00(9：00 開始報到)，在台北中山教

會(林森北路 62 號)召開。本會葉志達

牧師、Puyang SING 布漾‧星牧師、

張紀盈長老，以及林揚志長老等人將

出席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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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婚前輔導 

本會葉牧師、吳牧師與布漾牧師

為了幫助教會即將結婚的兄姊能夠在

婚前更彼此瞭解，可以更快適應婚姻

生活，並促進家庭的幸福。請計劃結

婚的兄姊務必與牧師連繫，好安排婚

前輔導。由本堂牧師證婚者，建議至

少進行一次婚前輔導，而比較完整的

婚前輔導為六次。 

11. 今年度讀經主題：日日更新 

教會今年度 (2022)讀經主題為

「日日更新」，週報都會刊登每週的讀

經進度，教會辦公室也有提供讀經表，

歡迎兄姊索取，勤讀上帝的話語，日

日更新我們的內在生命。 

12. 週五祈禱會公告 

每週五晚上 8 點的「祈禱會」已

恢復在禮拜堂一樓副堂實體聚會，不

再有線上直播。由長執主理分享，再

由牧師帶領禱告事項。邀請同工、兄

姊看重在主前同心合意，向主禱告呼

求，請踴躍參加。 

13. 管風琴置換奉獻 

本會舊電子管風琴因已屆使用年

限，雖盡力維修，近日仍出現大大小

小問題。教會目標是置換成真正機械

式管風琴，使用年限得以延長至少數

十年以上。鼓勵有感動的兄姊踴躍為

購買機械式管風琴基金奉獻，謝謝。 

14. 荊棘團契下主日有聚會 

荊棘團契下主日 (1/23)禮拜後

11：30～12：30 有聚會，由契友進行

分享，地點在禮拜堂五樓，聚會期間

有兒童服事，會後備有午餐，歡迎兄

姊參加。 

15.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1/16（日）下午 1 點，練祝歌＆

活著就是要動-球類比賽，由吳振宇同

學、馬歆媛姊妹負責，靈修/奉獻：王

朝同學。 

◎1/23（日）下午 1 點，預備牧師

授職禮拜的獻詩，由吳振宇、Hola 同

學負責。 

16. 星中婦女事工部 1/19 舉行台北

東、西區師母會長聯席會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於 1月 19

日（三）上午 9：00～13：00，在台

北雙連教會 9 樓舉行台北東西區師母

會長和婦女代表聯席會。 

雙連教會地址：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肢體消息與代禱事項  

1. 為肢體： 

(1)為身、心、靈欠安的兄姊們來

代禱，求主透過專業的醫療團隊來

協助療養與復健。 

(2)在疫情期間，為兄姊們的生活

來代禱，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來經

歷祂的恩典。 

(3)為學生們的學業及工讀生活來

代禱。 

(4)為旅居／留學／工作在國外的

兄姊們來代禱。 

(5)原民堂會友林工芳、林魏妃汎

夫婦於去年 12/25 喜得兒子林愛

原，重七磅，求神保守林魏妃汎姊

妹產後的恢復與適應，以及孩子的

成長與健康。 

(6)蔡伯宗醫師於 1/5 上午安息主

懷，將於本週六(1/22)上午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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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入殮禮拜（地點：第二殯儀館

至善二廳），下午 1:30 於本會舉行

告別禮拜。懇求上帝親自安慰遺族，

並為事後的安葬事宜順利代禱。 

2. 為教會： 

(1)為 1/16主日禮拜的服事禱告：

【台語／頌讚禮拜】主禮：葉志達。

司禮：鄭愛玲。司琴：洪雅恩。領

詩：許昱寰。讚美：姊妹詩班。頌

讚團：恩典小羊。報告：吳志宏。

音控：翁得育、陳志堅、吳信恆。 

【原住民禮拜】主禮：Puyang。司

禮：黃筱筑。司琴：Hola。領詩：

姊妹團契、恩樂。PPT：王小翠。 

(2)請為教會的牧者團隊、長執同

工彼此服事與配搭，同心合意興旺

福音來代禱。 

(3)為主日禮拜、團契、詩班等恢

復實體聚會來代禱，求主帶領我們

在實體聚會中恢復彼此的關係，也

讓上主的愛透過我們的看見、委身、

行動使教會活絡起來。 

(4)為教會的傳播媒體宣教事工

（音控與直播）來代禱，以利傳播

宣教事工的推動，請繼續為此事工

代禱與奉獻。 

(5)請為教會進行的社區福音事工

（學苑、樂齡）禱告。讓學員藉著

參與不同的課程，以及兄姐彼此的

關懷當中，使每位學員一同融入教

會的學習。 

3. 為台灣／鄰舍： 

(1)請為台灣的疫情禱告，最近境

外移入的人數上升，Omicron 病毒

的威脅也漸漸擴大。特別要為站在

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身心靈禱告，懇

求上帝施恩保守他們。也懇求上帝

讓政府、防疫指揮中心有能力和智

慧將疫情能夠有很好的控制，讓人

民都能夠主動配合防疫規定。 

(2)為夥伴教會「珍珠家園」代禱：

【同工志工團隊】A.感謝主不斷的

挑戰我們，幫助我們更有信心，更

多成長。B.1/15 怡君(台中)和先

生志光回國述職八個月。C.同工黎

師母腳受傷，黃潔腸胃不好身體欠

佳，求主醫治。D.求主帶領新的同

工、義工、教會加入基隆、台北、

台中的服事。 

【事工】A.歌仔戲、門徒查經已陸

續恢復。求主為我們開路，可以恢

復在茶室探訪的服事。B.明年二月

開始，小惠和郭老師在珍珠家園開

新的阿嬤 gogogo 生命繪本課程。

求主給我們足夠的志工陪伴上課

的婦女(需要一對一的陪伴)，並預

備適合的婦女參加課程。C.明年開

辦新活動──營養課程(教導婦女

選擇健康的飲食、烹飪方式)。D.

寫作計畫──去年訪問婦女，本來

預計今年完成寫作。為作家玟萱可

以趕上進度禱告。 

【婦女】A.目前有婦女上「新生命」

的課程，期待明年有 3 人願意受洗。

B.70 歲的小青姊很努力地做清潔

工，她很珍惜這份做了七年的工作，

希望可以繼續。她的肺葉摘除過一

片，領身障手冊。要照顧兩個腦性

麻痺的孫子，身體有點吃不消，求

主憐憫。同工黃潔為小青禱告多年，

希望她早日歸入耶穌名下。 

4. 為世界各國的安全： 

每一個國家，在安全上都面臨

著不同程度的問題與威脅，不管是

在國防上維持領土的完整與保障，

政治上所推動的獨立自主，人權上

落實的平等與尊重……，這些都需

要我們的認同與委身，求主繼續維

持世界各個國家的安全，讓人們免

於憂慮、恐懼與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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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講道大綱—葉志達牧師 

改換眼界 

經文：約翰福音 2:1-11 

前言～相信神蹟？ 

 神蹟是什麼？我們相信神蹟嗎？難道我們不懷疑嗎？  

 保羅田立克：「只要人類存在的一天，信心與懷疑便與之俱存。」 

 不需要否定懷疑的存在，而是用勇氣去面對懷疑。 

母親要求耶穌幫忙 

 迦拿的婚禮中，沒有酒可喝。（2:3） 

 在好客傳統下，這是很失禮的情況。 

耶穌認為「時候」未到 

 拒絕母親的邀請～「我的時候還沒到。」 

 對母親沒有禮貌～用「婦人」（原文）稱呼母親，還說：「請別勉強我做什

麼。」 

用人可能失去工作 

 「用人」（diaknonis，2:5）～可能指的是奴隸，也可能指的是被請來幫

忙宴席的人。 

 酒沒準備足夠，可能這些用人會遭受到責任，而失去工作。  

好酒沈甕底？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2:10）～耶穌所行的神蹟，把水變成「好酒」。 

 當時的習慣，把好酒先拿出來，等客人有一點醉再拿比較不好的酒。～這

樣才不會失禮。 

神蹟是為了顯明上帝的榮耀 

 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是要顯明上帝的榮光。（2:11） 

 從上帝的榮光再回頭看迦拿婚禮。 

沒有人可以控制耶穌，只有上帝 

 耶穌拒絕母親，是因為時候未到。～沒有人可以控制耶穌，只有上帝。 

 「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2:5）～將主導權交還給耶穌。 

在榮耀之時得著豐盛 

 六個石甕，共六百公升。（2:6）～與五餅二魚一樣，在缺乏之處彰顯豐盛。 



-69- 

 豐盛的好酒～末世的象徵，上帝的救贖臨到的時代。  

 好酒沈甕底。（2:10）～上帝透過耶穌的拯救將來會臨到。  

改換眼界～在榮耀之時得著豐盛恩典 

 懷疑是信仰的一部分，透過改換眼界，可以看見上帝作為。 

 上帝透過耶穌所要給予的豐盛恩典，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而是在缺乏之處

上帝將賞賜豐盛恩典。 

 改換眼界，將在榮耀之處得著豐盛恩典。  

 

牧師專欄 

合一成就美事 
教會下屆的長老執事已經順利選

出，特別是都是第一次選舉就順利產

生，實在是感謝上帝。接下來，這四

年，我們將要一起在東門教會這個大

家庭一起服事，盼望我們每一位長執

同工，甚至每一位兄姊，在未來的日

子能夠在主裡面合一，一起在教會生

活、服事，見證上帝的榮耀與恩典。 

當基督徒談到合一，往往想到的

是大家想法相同、意見相同。事實上，

除非我們是在專制獨裁的思維之中，

否則要求所有的想法、意見相同是完

全不可能的。然而，即使這世界上真

的有一個群體，所有人想法相同、意

見相同，那麼就很難在其中除弊興利，

也就是這個群體的進步空間就變小了。

因此，若我們想要讓教會能夠越來越

見證基督，那麼，我們必須思考的不

是如何讓大家的意見都相同，而是大

家在一個原則下，那就是如同保羅所

說的：「大家看為好的事，要踴躍去做。」

（羅馬書 12：17b）在不同的意見之

中，思考怎麼成就被我們看為美好的

事。 

因此，在教會中，無論是長執、

同工、兄姊都需要認知到一件事情，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教會經驗、社會

經驗，甚至是社會地位上都有所不同。

一生所經歷的事，或多或少都會影響

到我們對事情的判斷力，對聖經經文

以及牧師講道的理解，也會影響到我

們怎麼去實現聖經的真理。那麼，我

們怎麼做到如保羅繼續說的「要盡你

的全力與大家和睦相處」（羅 12：18），

其中很重要的是，要認知到合一，不

等於完全相同，合一是在於認知每個

人都是不同的，每個人的意見、想法

都是寶貴的，並在保持彼此和睦相處

的情況下，在教會各樣美好的事上一

起去做，在各種不同的問題上，尋求

最好的解決方式。 

就如同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

信，他是面對哥林多教會的分裂的問

題，他們分門別派，有人認為他們是

保羅的人、亞波羅的人、彼得的人，

更有人嗆自己是屬於基督的人（林前

1：12）。然而，我們知道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一旦教會分門別派，就好像



-70- 

基督的身體被分割一樣。因此，保羅

就說：「基督竟被分割了！」（林前 1：

13a）保羅又用了基督被「釘十字架」

以及「受洗」的概念，提醒他們：「難

道替你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羅嗎？

你們奉保羅的名受洗嗎？」（林前 1：

13b）當然，基督才是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們也是奉基督的名受洗的。保羅用

反諷的言辭，就是要讓人清楚知道，

當我們說自己是屬於誰的時候，就是

一種「偶像崇拜」，因為「偶像崇拜」

的定義就是「你的生命中除了上帝或

基督以外，控制你心中思想的東西」。 

保羅很清楚知道上帝呼召他，不

是要做他們的偶像，當然他也不希望

其他人被當作偶像來對待，因為上帝

對他的呼召就是傳基督的十字架。因

此，保羅面對教會的分裂，他說：「不

可分裂，要團結，有一致的想法，有

共同的目標。」（林前 1：10）在這裡，

所謂的「一致的想法，有共同的目標」，

絕對不是前面所說的，每個人的意見

都相同，比較像一開始所說的，在教

會中共同去做看為美好的事，目標是

在各種不同的問題上，在不同的意見

中，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法。 

當我們回頭去思考，為什麼哥林

多教會因著分門別派而導致紛爭呢？

那是因為每個人都期待別人和自己一

樣，有著不同意見就是不同派，若是

不同派，就是敵人。然而，就如我們

強調的合一絕對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

的，合一的美，反倒是在各樣不同中，

彼此在基督裡合一，一同在教會解決

各種問題，一同去做看為美好的事。 

未來，當新的長執團隊成形，我

們會漸漸發現彼此之間有許多的不同，

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其實，

每個人的意見都是寶貴的，只要我們

願意在基督裡合一，那麼就能夠在不

同意見上尋求上帝的旨意，並去做我

們看為好的事，讓東門教會能夠成為

傳揚上帝恩典與祝福的教會。而每位

東門教會的兄姊也是如此，在教會中，

我們在主裡彼此合一，讓我們在教會

所做的，在上帝面前，也在我們心中

都看做美好的事。 

 

東門教會疫情因應措施 

東門教會各位兄姊平安：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自 7/23 宣布「疫情降級不解封」後，至 1 月 24 日仍維持

二級警戒，並加嚴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以下幾點事項，還望兄姊共同協助配合（1/9

更新）： 

1.主日禮拜（台語／原住民禮拜／頌讚）已恢復實體禮拜且照常有線上直播。 

2.週五祈禱會自 1/7 起恢復實體聚會（不再有線上直播），晚上 8 點開始，在禮

拜堂一樓副堂，由長執輪流主理分享，再由牧師帶領禱告事項。 

3.兒童主日學、成人主日學已恢復正常上課。 

4.各詩班、團契已恢復練唱、獻詩服事，以及實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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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入教會請確實遵守實聯制（掃 QR-Code 或填寫姓名），測額溫，酒精消毒，全

程戴口罩，隨時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室內至少 1.5 米／人），遵守一切防疫規定。 

教會的禮拜聚會因應措施，很抱歉因疫情期間許多變數而一再變動，敬請兄

姊同工多多包涵配合及體諒。請繼續為了教會福音事工、所有會友的身心靈平安

健康，求主無時無刻帶領及保守，謝謝大家。 

詩篇 145：8-9 提到：「主慈悲，充滿憐憫；他不輕易發怒，滿有不變的愛。

他恩待眾生；他的恩慈及於一切被造物。」 

 

主日學園地 

第三課 以馬內利的耶穌 

▓經文 以賽亞書 7：10∼14；馬太福音 1：18∼25 

▓教學目標 以馬內利的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教導學生耶穌降生是應驗先知

的啟示，並帶來平安。 

▓金句 主要親自賜給你們一個記號：有閨女要懷孕生子，並要給他取名「以馬

內利」。（以賽亞書 7：14）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2022 年 1 月 16 日）課程的主題是「以馬內利的耶穌」，研經範圍是以

賽亞書 7：10∼14；馬太福音 1：18∼25。在詩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華語詩歌〈以

馬內利〉及台語詩歌〈以馬內利〉。 

本課信息告訴學生，上帝早在舊約時代就應許我們會有以馬內利的平安，而

耶穌的降生就是上帝實現他應許的記號。信實的上帝對以色列人的約定從不落空，

即使到了今日，這個承諾依然有效。耶穌降生是應驗先知的預言，並帶來平安，

而耶穌就是以馬內利的記號，也是上帝實現與我們同在的約定。正如本課金句：「主

要親自賜給你們一個記號：有閨女要懷孕生子，並要給他取名『以馬內利』」。（以

賽亞書 7：14） 

在信息複習單元中，幼兒級藉由描字著色，知道耶穌的降生就是上帝應許以

馬內利的實現。初小級透過平安盒製作，知道上帝藉著耶穌降生實現平安的應許。

中小級及高小級透過手工書，明白信實的上帝透過耶穌帶來平安，並與我們同在。 

在生活實踐單元中，幼兒級藉生活情境圖，知道「以馬內利」就是上帝賜下

平安的記號，也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初小級、中小級及高小級信息複習

與生活實踐合併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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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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 

讚美：姊妹詩班 

奧祕 

經文摘編：葉薇心 台語譯詞：潘茂涼 

鋼琴編譜：Jonathan David Neal 作曲：王麗玲 合唱編曲：王麗玲 

 

目睭勿會曾看見，耳孔勿會曾聽見， 

上帝為愛祂的人所安排，人的心勿會了解。 

啊！對日出到日落，對暫時到永遠， 

上帝暝日看顧敬畏祂的人，永遠無停。 

你豈知主的心？你豈知奧妙的事？ 

聖神顯明祂的作為，奇妙作為。 

你豈知主的心？你豈知奧妙的事？ 

愛祂的人攏著為主見證，見證祂的作為。 

目睭勿會曾看見，耳孔勿會曾聽見， 

上帝為愛祂的人所安排，人的心勿會了解。 

啊！對日出到日落，對暫時到永遠， 

上帝暝日看顧敬畏祂的人，永遠無停。 

目睭勿會曾看見，耳孔勿會曾聽見， 

上帝為愛祂的人所安排，人的心勿會了解。 

對日出到日落，對暫時到永遠， 

上帝暝日看顧敬畏祂的人，永遠無停。 

上帝暝日看顧敬畏祂的人，永遠無停。 

你豈知主的心？你豈知奧妙的事？ 

聖神顯明祂的作為，奇妙作為。 

你豈知主的心？你豈知奧妙的事？ 

愛祂的人攏著為主見證，見證祂的作為。 

愛祂的人攏著為主見證，見證祂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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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20220109 2022 年度各機構首長、團契會長就任式 

 
20220109 執事選舉的計票同工 

 

2022年每週讀經進度 

△01/16(日)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3:1-18 
△01/17(一)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4:1-15 
△01/18(二)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4:16-5:10 
△01/19(三)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5:11-21 
△01/20(四)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6:1-13 
△01/21(五)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6:14-7:1 

△01/22(六) 台灣聖經公會哥林多後書 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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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2 週（2022 年 1 月 9 日） 

一 月定奉獻： 41 筆 250,000  元 

二 禮拜奉獻： 4 筆 12,990  元 

三 感恩奉獻： 11 筆 41,300  元 

四 節期奉獻： 1 筆 5,0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少一道菜、多一份愛為夥伴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2 筆 7,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2,0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 JS 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少年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兒童主日學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姊妹詩班奉獻： 3 筆 6,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東門樂齡奉獻： 3 筆 16,74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聖歌隊奉獻： 1 筆 2,000  元 

七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2 筆 6,000  元 

 

為週報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管風琴奉獻： 3 筆 23,000  元 

合計: 

  

38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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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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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擔 

主日學校  

聖工 本週（1/16） 下週（1/23） 

合 
班 

短講 林孟筑 邱丹蓉 

教唱 曾一心 柯芳薐 

司琴 蕭諾一 蕭諾一 

兒
童 
級 
分 
班 

幼稚 
廖英茵、林孟樺 

林郁昕、王愛惠、黃柏威 

初小 林羿君、蘇如怡、劉秋梓 

中小 李貽玲、賴史明、賴名亮 

高小 王晨旭、高玲玉、郭美吟 

青少年 
禮拜/查經 

分享 
吳重芸 

查經 
王晨旭 

司會 陳皓宇 游以安 

司琴 張穎謙 許立慈 

值日 劉翊璇 張穎謙 

青少年團契 林維庸 楊悅誠 

青少年 
主日輔導 

許昱寰、蔡慕昀 
翁任平、林士文 

成
人 

查經班 葉志達 葉志達 

信仰班 楊台鴻 楊台鴻 

台語讀經 黃政枝 黃政枝 

主日禮拜  

聖工 本週（1/16） 下週（1/23） 

講道 葉志達 葉志達 

司會 鄭愛玲 洪士屏 

司琴 洪雅恩 湛濠銘 

領詩 許昱寰 林鑫宏 

頌讚團 恩典小羊 器皿 

報告 吳志宏 林仁惠 

值月 江淑文、賴史明 江淑文、賴史明 

值月 吳志宏、林仁惠 吳志宏、林仁惠 

招

待 

禮 林淑芬、林淑玲 陳正唐、李怡庭 

教 謝麗云、黃恩慧 葉東碩、莊勝傑 

關

懷 

禮 孫玲華 孫玲華 

教 廖素雲 廖素雲 

司

獻 

台 王亨祿 沈榮發 

頌 黃幼薰、黃筱雯 蔡佩蒔、黃國華 

獻花 以章‧牧力 黃家新、黃家萱 

音

控 

台 翁得育、陳志堅 翁得育、陳志堅 

頌 吳信恆 王世博 

插花 蔡主成 莊黃芳美 

茶餅 暫停 暫停 

原住民禮拜  

日期 講道 敬拜 司會 司琴 招待司獻 直播/PPT 清潔整理 

本週 
(1/16) 

Puyang 
姊妹團契 

恩樂 
黃筱筑 Hola 杜若穎 王小翠 姊妹團契 

下週 
(1/23) 

Puyang 
JS 團契 
吳悅彤 

吳悅彤 吳振宇 陳恩加 
林惠芳 
何榮發 
王小翠 

弟兄團契 

原住民家庭禮拜  
日期 時間 主禮 領詩 家庭 電話 地址 

本週
(1/21) 

20:00 Puyang 方蘭馨 Alui 0932393774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
街 482-8 號 6 樓 

下週
(1/28) 

20:00 家庭祭壇（平安、喜樂地返鄉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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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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禮拜堂二樓 
指揮：張紀盈長老 
伴奏：洪雅恩姊妹 

指揮：張紀盈長老 
伴奏：洪雅恩姊妹 

兒童主日學校 上午 9：40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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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禮拜堂五樓 
分享 

吳重芸牧師 
查經 

王晨旭執事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23禮拜堂五樓 
雜耍表演的那些事 

林維庸弟兄 
電影特效小學堂 

楊悅誠弟兄 
查經班 上午 9：00 14 禮拜堂一樓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 

信仰成長 上午 9：00 7 禮拜堂五樓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 
台語讀經 上午 9：00 4 禮拜堂六樓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 

主日禮拜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227 禮拜堂二樓 
20 網路直播 

改換眼界 
葉志達牧師 

在多樣性上認識
耶穌/葉志達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40教育館四樓 
網路直播 

這只是開始…… 
Puyang SING 牧師 

同享祂的榮耀 
Puyang SING 牧師 

頌讚禮拜（華
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1:30 

19禮拜堂二樓 
網路直播 

改換眼界 
葉志達牧師 

在多樣性上認識
耶穌/葉志達牧師 

會議/例會 中午 11:30 教育館二樓 松年團契例會 荊棘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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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聯合團契 下午 6：30 禮拜堂一樓 期末考週 放寒假 

二 

東門學苑 上午 9：20 教育館二樓 放寒假 2022 年 3 月 8 日開學 

四 

二
三
四 

東門樂齡 
上午 9：30 
下午 1：30 

禮拜堂一樓 
禮拜堂一樓 
教育館二樓 

(二)手機教學、烘焙烹飪 
(三)香草生活手做 
(四)體適能健康操 

三 姊妹團契 下午 1：30 禮拜堂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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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練唱 指揮：潘茂涼長老 

五 

姊妹詩班 上午 9：4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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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堂祈禱會 晚上 8：00 12禮拜堂一樓 
主理:張紀盈長老 
司琴:張紀盈長老 

主理:張揚銘執事 
司琴:陳雅惠姊妹 

原住民祈禱會 晚上 8：00  Alui 執事家 家庭祭壇 

六 青年查經班 晚上 6：30 10 教育館一樓 郭世鼎執事 郭世鼎執事 

日 JS 團契 下午 1：00 8教育館四樓 
活著就是要動— 

球類比賽 
吳振宇、馬歆媛 

預備牧師授職禮
拜的獻詩 

日 漁網團契聚會 上午 11:30 禮拜堂六樓 下次聚會 2022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