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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追思聯合禮拜程序(台語、頌讚) 

主後 2022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主禮：葉志達牧師 

司禮：林孟鴻長老 

司琴：柯芳薐姊妹 

詩歌：黃家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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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13 司禮 

聖   詩 31 首「天父疼咱世間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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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篇（第 1043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深谷百合 聖歌隊 

追 思 一 （親友獻花） 司琴 

聖    經 

 

約翰福音 14：15—24 

（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新約 241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 171頁） 

司禮 

講    道 並不孤單 主禮 

祈    禱  主禮 

讚    美 水手 聖歌隊 

追 思 二 （親友獻花） 司琴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476 首「全能至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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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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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主禮：Lesa Hane 林懇牧師(泰雅爾中會馬巴督安教會) 

司禮：Yakaw 蘇弘軒弟兄 

獻詩：泛文面語族 

司琴：Temu 吳振宇弟兄 

領詩：簡霛弟兄 

司獻：王小翠姊妹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52：12—13 領詩者-簡霛弟兄 

敬拜讚美 1.歡然取水 

2.從心合一 

3.當我抬頭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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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91：1—16 

（舊約第 530 頁） 

司禮 

獻  詩 祢的出現 泛文面語族 

講    道 信心之旅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回 應 詩 永遠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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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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一 
序號 姓名 編號 出生日期 告別日期 

1 劉趙秀瓊 1 1927/2/16 2010/6/5 

2 劉營義 1 1922/10/16 2009/8/15 

3 黃純儒 2 1908/4/27 1961/7/6 

4 葉冬月 2 1913/12/1 2009/4/20 

5 莊石斌 2 1906/8/13 1992/9/27 

6 莊陳淑女 2 1907/8/26 2006/1/26 

7 林振鶴 3 1952/10/10 2015/10/28 

8 邱吳舜華 3 1921/3/12 1966/12/15 

9 邱槐榮 3 1924/8/3 2010/8/12 

10 黃游秀春 3 1919/11/9 2015/1/1 

11 王陳免 4 1921/8/4 2008/5/16 

12 王朝卿 4 1915/1/7 1990/9/27 

13 郭李水蓮 4 1933/7/20 2012/3/13 

14 郭英俊 4 1933/6/12 1969/9/25 

15 羅秀惠 4 1964/6/15 1997/3/18 

16 王榮樞 6 1939/2/13 1999/2/25 

17 黃吳 治 6 1915/9/7 1999/10/11 

18 黃博彥 6 1939/2/13 1975/11/23 

19 黃燕賀 6 1911/2/7 1982/3/2 

20 謝乃昌 19 1923/10/8 1994/5/2 

21 王張素貞 26 1928/1/1 2006/10/27 

22 王雲昌 26 1927/3/4 2016/2/27 

23 蔡再生 27 1905/1/4 1997/9/30 

24 蔡李心愛 27 1906/11/23 1998/10/27 

25 張蔡淑美 27 1928/8/19 20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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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張登旺 27 1926/7/16 2015/9/28 

27 洪日昇 27 1909/11/30 - 

28 洪葉月桃 27 1917/5/31 1997/1/28 

29 陳張錦月 29 1926/9/4 1998/4/24 

30 陳彩烈 29 1922/5/7 2007/3/6 

31 張文魁 32 1963/12/10 1993/11/22 

32 蔡士上 32 1933/6/20 2018/9/13 

33 蔡陳月碧 32 1936/11/7 1999/5/5 

34 蔡榮洲 40 1919/3/23 2002/11/18 

35 蔡賴鴛鴦 40 1924/3/6 2002/2/10 

36 廖本慧 41 1926/11/16 1999/8/22 

37 陳銘宣 42 1928/12/14 2002/12/20 

38 陳盧蜜 42 1930/4/24 2010/12/6 

39 盧江碧連 43 1927/11/3 2003/7/8 

40 盧鑒榮 43 1927/8/5 2009/11/3 

41 羅秋霖 44 1921/10/2 2003/7/30 

42 羅郭美華 44 1924/10/19 2017/12/14 

43 洪士山 46 1958/1/2 2006/11/29 

44 張立人 46 1924/1/1 2019/3/16 

45 張賴陽菊 46 1931/12/1 2004/2/16 

46 林姚幼 51 1910/6/15 2003/9/6 

47 黃阿粉 52 1922/9/27 2012/2/17 

48 廖阿萬 52 1917/9/2 2005/11/19 

49 郭寶南 55 1940/8/26 2006/9/5 

50 鍾眉 55 1930/12/5 2019/11/2 

51 劉質勝 55 1927/1/16 2008/11/23 

52 許彰吉 56 1938/2/3 199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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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二 
序號 姓名 編號 出生日期 告別日期 

1 林祥瑞 61 1933/2/3 1982/4/10 

2 蔣道國 61 1925/5/22 2007/7/25 

3 謝李謙謙 65 1933/4/20 2008/7/16 

4 謝健民 65 1931/11/1 1998/11/5 

5 陳彭敏華 67 1922/1/11 1982/2/10 

6 陳新裕 67 1915/8/27 1989/12/18 

7 陳方來禧 68 1923/10/4 2019/8/21 

8 陳秋曾 68 1919/10/1 2003/11/13 

9 陳渭淳 68 1942/6/10 2007/2/20 

10 陳石樹 70 1882/7/1 1949/7/7 

11 黃鵠 70 1902/5/20 1994/5/18 

12 洪清榮 79 1930/12/30 2009/10/21 

13 洪張花玉 79 1937/9/30 2020/8/19 

14 孫陳惠珍 80 1939/4/25 2010/6/6 

15 孫曉鐘 80 1931/8/19 2008/11/17 

16 陳楊綉菊 80 1915/7/23 1979/8/27 

17 陳嘉濱 80 1909/9/18 1993/3/15 

18 于君 85 1932/5/8 2010/2/10 

19 于林罔市 85 1934/1/1 1980/11/25 

20 陳逸景 89 1941/11/11 1997/8/27 

21 梁陳冬蘭 99 1921/11/13 2018/4/25 

22 梁燕珍 99 1914/12/3 2004/11/30 

23 張錦陽 100 1940/12/31 2011/5/9 

24 吳啟夫 116 1938/12/16 2018/3/21 

25 吳黃瑞雲 116 1944/7/9 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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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金寬 116 1923/6/18 2012/5/27 

27 李徐杏 116 1925/10/5 2016/2/2 

28 翁玉璽 117 1910/5/4 1992/9/4 

29 翁李繰 117 1910/12/6 2001/1/14 

30 東天下 118 1911/9/13 1986/12/12 

31 東姬紅芽 118 1908/9/4 2002/1/25 

32 買呂明貴 118 1918/5/20 2011/1/11 

33 買能通 118 1912/7/20 1997/12/31 

34 陳嘉賢 121 1947/2/24 2016/3/4 

35 許周素雲 126 1915/0/0 - 

36 許波 126 - - 

37 許等成 126 1912/0/0 - 

38 林龍彥 128 1940/7/27 2018/4/1 

39 劉雲 129 1927/1/21 2018/6/14 

40 洪聰輝 130 1936/4/8 2004/12/25 

41 藍張月金 130 1932/6/2 2019/4/10 

42 李薦宏 131 1934/1/1 2020/1/28 

43 陳雪玉 133 1935/5/4 2020/1/1 

44 王廷銘 133 1926/9/1 2008/6/6 

45 賴寶琛 134 1926/9/25 2003/4/12 

46 賴吳惠美 134 1934/11/2 2021/2/9 

47 葉郭明月 135 1912/6/13 1997/6/2 

48 葉嚴一清 135 1934/2/12 2007/4/29 

49 葉山巖 135 - - 

50 吳真實 137 1940/7/27 2016/8/22 

51 鄭秀鳳 137 1942/12/8 2005/1/12 

52 吳李阿味 138 1917/9/16 199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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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全教會清明追思禮拜 

本會於本主日舉行全教會清明追

思聯合禮拜，追思名單共計 104 名，

請有報名參加追思親友的兄姊，盡量

坐在禮拜堂二樓，以便獻花追思親友。 

2. 基要真理班開始上課 

基要真理班於本週上午 9 點開始

上課，地點在教育館一樓會議室，4/10

主日問道理，復活節主日(4/17)舉行

洗禮、堅信禮。若有想要瞭解信仰，

進而接受洗禮、堅信禮的兄姊，請向

教會辦公室或吳牧師報名。 

3. 歡迎加入「復活節聯合詩班」 

為了預備復活節讚美的服事，預

計練唱時間：即日起開始於主日後練

詩，由 Alui 長老帶領練唱(在教育館

四樓原民堂），邀請兄姊們一起來分享

美妙的歌聲。 

4. 姊妹團契同工會 

姊妹團契於本主日禮拜後 11：30

召開同工會，請同工留步參加，地點

在一樓副堂。 

5. 荊棘團契聚會 

荊棘團契本主日禮拜後 11：30～

12：30，於禮拜堂五樓舉行聚會，邀

請蔡尚穎長老分享「聖經中的瘟疫」，

一起從聖經中記載的瘟疫來省思近期

的疫情，歡迎有興趣的會友一同參與。 

6. 本週發出第二季季表 

本週發出第二季 (4～ 6 月 )季

表，夾於週報內頁，並以 PDF 檔案形

式發布於教會網站提供下載。請兄姊

留意服事的日期，若有需要調整或變

動時間，請與教會辦公室聯絡。 

7. 教會年度冷氣清潔維護 

近期週間教會和教育館進行冷氣

維護及清潔工作，若有造成兄姊不便

之處，請見諒。配合師傅的施工作業，

讓我們全體有個可期待的涼爽夏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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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更新)」刊在本週週報第 273頁，

盼兄姊共同協助，持續配合。 

9. 為烏克蘭代禱 

請為烏克蘭禱告，願這俄烏戰爭

盡快平息，讓世界恢復和平，並且讓

傷者、難民得以受到醫療以及照顧。

若有想要為烏克蘭奉獻者，請參閱本

週週報第 276 頁，也可以指定奉獻由

教會轉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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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大大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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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目標：5 年募得 500 萬；目前奉獻

金額累計：至 3/20 止有 880,000 元。 

11. 安排家庭禮拜歡迎兄姊登記 

公布欄貼有下一季(4～6 月)家

庭禮拜的登記表，您可以安排適當的

時間，讓教會兄姊更有機會來認識您

及您的家庭，也一起分享您的喜悅或

生活經驗，或與教會兄姊能有更多的

關懷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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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徵求主日禮拜簡報檔播放同工 

影音事工邀請您 

主日禮拜的影音事工，需要兄姊

協助聖詩、聖經經文等同步播放的簡

報檔，以利順利提供教育館與直播播

放。只要您能操控電腦鍵盤，就可以

一起來服事。邀請同做禮拜的兄姊，

踴躍參與影音事工的輪值，意者敬請

向教會辦公室登記。 

13. 教會文字事工小組成立 

教會成立文字事工小組，目前由

林仁惠長老帶領這個小組，邀請會友

踴躍投稿週報的「會友園地」，好豐富

週報內容，讓上帝的智慧透過個人分

享傳達給更多人。 

14. 下主日召開長執會、小會 

下主日(4/3)禮拜後 12：40 在教

育館二樓召開定期長執會及小會，請

長執們預留時間，撥冗參加。 

15. 姊妹團契 4/6(三)心靈園地聚會 

姊妹團契「心靈園地」訂於 4 月

6 日(三)下午 1：30～3：30 在教會一

樓副堂聚會，邀請吳重芸牧師分享，

主題為「將禱告帶上十字架」。請向芭

奈幹事或姊妹團契玲華姊報名，誠摯

邀請兄姊踴躍參加。 

16. 原民堂《我的教會．我的生活》事工 

JS 團契聚會～ 

◎3/27(日)下午 1 點，Loba 老師手作

教室，在教育館 4 樓，由黃金倪姊

妹主持。 

◎4/4-5(一～二)，團契退修會，在宜

蘭，活動由陳恩加弟兄負責，當天

有 Puyang 牧師與杜秋鳳執事陪同

參與，請為此事工代禱。 

 

17. 推廣小錢運動到全教會 

「小錢祈禱運動」是在 1956 年由

亞太和平宣教團團員珊蒂‧所羅門領

受「公義、和平、愛與寬恕」的啟示

後，提出一個積極行動，就是基督徒

同心合一為促進「公義、和平、和解」

祈禱，並在祈禱後奉獻本國貨幣的最

小錢幣。對我們來說，就是祈禱後，

奉獻新台幣壹圓錢幣。 

「小錢祈禱運動」深具意義，參

與的方式簡單易行： 

(1)自備一個容器，如空瓶罐、環保

盒、各式撲滿等。 

(2)代禱需求出現時，不論時地低頭

祈禱。 

(3)祈禱後，在容器內放入一枚壹圓

硬幣，象徵祈禱與行動結合。 

(4)每週來教會時，攜帶容器內的錢

幣，投入「小錢祈禱」專用奉獻

箱，分別設置在①禮拜堂二樓翻

名牌處，和②教育館一、二樓梯

間公布欄的左側。 

每年十月第一個主日舉行感恩奉

獻後，奉獻款全數匯入「總會婦女事

工委員會」的專戶。 

奉獻對象： 

(1)國際小錢祈禱委員會資助世界

各地之福利與福音事工。 

(2)本土婦女事工。 

18. 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活動 

為紀念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

特舉辦「詩歌創作」大賽，也藉此讚

美上帝的大能。 

「詩歌創作」徵件時間為即日起

至 3/31 截止，有志於詩歌創作者皆可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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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週三(4/6)下午三點，洪啟仁醫

師繪本新書發表會 

我們的會友洪啟仁醫師的繪本即

將出版，新書發表會於他去世紀念

日，4/6(三)下午 3：00 在本教會二樓

禮拜堂舉行，邀請大家出席。 

 

肢體消息與代禱事項  

1. 為肢體： 

(1)為教會當中身體欠安、心靈軟

弱的兄姊們禱告，懇求上帝保守看

顧，並賞賜平安在兄姊的身上，透

過專業的醫療團隊能夠讓兄姊協

助療養與復健。 

(2)鍾明德長老於 3/13(日)晚上蒙

主恩召，訂於 3/28(一)上午 9：40

舉行入殮禮拜，10：00 舉行告別

禮拜，地點在第二殯儀館至善三廳。

告別禮拜後隨即火化，下午 2：00

前往平安園舉行安放禮拜。懇求上

帝親自安慰遺族，並為遺族代禱。 

(3)為旅居／留學／工作在國外的

兄姊們來代禱。 

2. 為教會： 

(1)為 4/3 主日禮拜的服事禱告：

【台語／頌讚】主禮：葉志達。司

禮：吳志宏。司琴：蔡明靜。領詩：

張揚銘。讚美：聖歌隊。音控：陳

志堅、翁得育、林孟鴻。 

(2)為東門學苑、樂齡事工禱告，

懇求上帝帶領所有的學員，有上帝

的喜樂與平安與他們同在。 

(3)為教會兄姊禱告，願兄姊在信

仰上時常倚靠上帝，在上帝的保守

中得享平安。 

(4)為教會兒童、青少年禱告，願

孩子們渴慕認識上帝，有敬畏上帝

的生命，在他們的學習與身心靈上

都有上帝的賜福與看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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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台灣／鄰舍： 

(1)為台灣防疫政策放寬來禱告，

讓人民在防疫的同時也仍然保持

警醒的心，減少因病毒的影響而帶

來人心的惶恐，也懇求上帝繼續保

守台灣人民平安健康。 

(2)為夥伴教會「活水泉教會」禱

告。完整代禱信請參閱本週週報第

274 頁。 

4. 為世界： 

(1)為香港的疫情代禱，目前疫情

仍然嚴峻，懇求上帝施恩憐憫，讓

疫情能夠趨緩並有效地得著控

制。 

(2)為烏克蘭禱告，懇求上帝看顧

因戰爭而被迫逃離家園的人民，願

上帝保守人民得著平安，也懇求俄

烏之間的戰火能盡快平息，和平降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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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講道大綱—葉志達牧師 

並不孤單 

經文：約翰福音 14：15－24 

前言 

 一年一度清明追思禮拜～一起思念過世的親人，享受彼此相愛。  

 思念親人代表彼此之間有愛。 

 電影《影子大地》～「將來的痛苦會有現在的快樂」。 

耶穌向學生告別 

 耶穌的離開代表要讓門徒成為「孤兒」？（14:18） 

 耶穌的復活代表著繼續與門徒一起生活。（14:19） 

 耶穌的生命有門徒們的生命，門徒的生命也有耶穌的生命。（14:20） 

彼此相愛的命令 

 愛耶穌就遵守命令、誡命、上帝的話～（ 14:15） 

 彼此相愛的誡命。（13:34-35） 

差安慰者讓人不孤單 

 上帝差慰助者（保惠師、中保、幫助者）與人永遠同在。（14:16） 

 「慰助者」～在法庭上為被告辯護和幫助他脫離困境的朋友，有「辯護」、

「勸勉」以及「安慰」的功能。 

 在彼此相愛中，得著安慰，也證明了上帝與人同在。（ 14:23） 

 在彼此相愛中，即使失去親人也不孤單。 

結語～並不孤單 

 在清明追思禮拜中，享受在思念中得著安慰，在彼此相愛中感受到上帝的

同在，享受「並不孤單」的恩典。 

 在教會生活中，透過彼此相愛，每個人的生命中有彼此的生命，有耶穌的

生命在其中，並不孤單。 

 在家庭生活中，努力活出彼此相愛，好讓將來的痛苦帶有現在彼此相愛的

喜樂。 

 有愛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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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專欄 

倫理道德判斷 
上禮拜六晚上，手機響了，拿起

手機一看，是家族裡的一位晚輩打來

的。原來，他正在教會與他的牧師激

辯，兩人為了可不可以在教會中打麻

將這件事各執己見，吵得不可開交。

這位晚輩一開口就問我說：「在教會可

不可以打麻將？」當然，當牧師的我，

心裡面想的是：「怎麼可以在教會打麻

將呢？在教會賭博怎麼行呢？」然

而，因為我很了解這位晚輩的個性，

一來，若他人用一些沒有經過思辨過

程的傳統價值觀來勸導，他鐵定不會

輕易接受；二來，我很確定他不會「賭

博」，當然也不會在教會賭博。在電話

中，面對氣憤的他，我不置可否，而

只是告訴他「觀感」不好。然而，他

仍然不斷地重複說：「觀感不好是因為

賭博，而不是麻將這個遊戲本身不

好，對吧？！」 

的確，打麻將因為會被聯想到「賭

博」，因此，從基督徒不應該賭博這件

事來看，打麻將賭博是不符合信仰教

導的，當然也不應該在教會打麻將賭

博。然而，若把打麻將與「賭博」分

開，那麼在教會打麻將這件事，就只

剩下「觀感」的問題。在台灣，打麻

將這件事很難不扯到賭博，就好像近

年來所謂的麻將協會在街頭林立，即

使這些協會都標榜不賭博，卻讓人不

難想到是否有私下賭博之疑問。因

此，即使真正不賭博，那麼在教會打

麻將仍然會有所謂的「觀感」問題，

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一旦傳出去，絕

不會有被認定是在打麻將賭博的疑

慮。 

然而，當我們回到「打麻將」這

個遊戲的本質，難道這遊戲本身是有

問題的嗎？當然，就如同在一些老人

關懷據點等等，透過打麻將這個遊戲

來預防老人痴呆症的發生，這也是經

過一些醫生證實的事情。因此，打麻

將本身可能不是太大的問題，賭博這

樣的行為才是應該被視為禁止的事。

就如同，即使是被認為正當的運動，

譬如牧師會打的桌球，也曾發生有少

數球友在比賽時與對手下賭注賭博的

情況。因此，除卻了打麻將的「觀感」

問題，拿來教會玩確實必須謹慎評估

以外，從打麻將的本質來說，若它是

與賭博脫鉤的，那麼它充其量只不過

是一種「桌遊」，只是它要完整地玩一

輪，可能消耗的時間多一點而已。 

面對是非，面對倫理道德判斷，

面對信仰的教導，往往我們想要有最

簡單的「對」或「錯」來判斷。然而，

在現實層面上，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用「對」「錯」就可以將所有的問題解

決。麻將若是「桌遊」的一種，真的

可以直接說不行嗎？若是這樣，在教

會就不能玩所有的「桌遊」。當然，這

樣的例子可能太過於極端，因為其他

的「桌遊」並沒有觀感的問題。然而，

「觀感」是一種感覺，不是一種理性

思辯。判斷一件事的對錯，「觀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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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需要考量的，但若完全放棄理性

思辯，那麼我們所有的行為難道就只

要靠「感覺」嗎？當然不是。 

許多基督教的倫理議題，譬如「離

婚」、「婚前懷孕」、「廢除死刑」…等

等議題，我們都期待知道上帝對這些

問題的看法，期待從聖經中得到所謂

的正確「答案」。然而，現實中，在各

個不同的議題中，有不同的情況需要

判斷，很難用一個單一「答案」就能

夠回答。那麼，我們可能會問，「真理」

何在？真理不是有一定的「答案」嗎？

是的，「真理」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愛子賜

給我們。上帝愛我們，我們也這樣去

愛人，因此，我們在各種不同的議題

上，若一下子就跳到對錯，而不是先

去檢視怎樣判斷才是實現聖經中的

「愛」，那麼我們是否會落入聖經所反

對的「律法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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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23 宣布「疫情降級不解封」後，至今仍維持二級

警戒，但可適度放寬防疫措施。以下幾點事項，還望兄姊共同協助配合（2/24 更

新）： 

1.主日禮拜（台語／原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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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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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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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泉教會代禱信 

我們如何遵行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一誡 
2022/03/07 

露宿街頭朋友常說，我根本賺不到錢，我還能期待上帝甚麼嗎？如果禱告上

帝有用，我早就好起來了；你們不要再來勸我信耶穌，走開啦。漸漸地，我們不

愛去探訪他了。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再一次上街頭探訪。 

2022 年 1 月。張先生騎著三輪車做資源回收並露宿騎樓下。他覺得有些救濟

用的飯菜，是病死豬肉做的料理；他細數社工師與某家自助餐店老闆曾經對他的

憐憫慷慨，如今不再有。他不喜歡我們給他麵包餅乾罐頭，因為人工食品添加物

增加他病體的負擔（新鮮水果受到歡迎）。一位女基督徒見他虛弱，曾經連續多日，

給他一些錢，也煮了鱸魚湯給他喝，又送給他新舊約全本聖經。他向我們要錢購

買人工造口與尿袋，我們給了兩次，就不能再答應他。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健康

的友誼。 

張先生的不耐煩，我們該說甚麼呢？（聖經說，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對於上

帝，生來就故意無知悖逆。聖靈重新創造人心之後，我們才會知罪，跟隨耶穌基

督。） 

馬太福音五 45：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基督信徒與非信徒們同享這一位上帝普遍養生的恩賜，祂在第一條誡命，直

白地說，「你要留心，讓我作你的上帝，永遠不要尋求別的神。你無論缺少甚麼東

西，就當仰望我，向我尋求；當你陷於困苦不幸時，也要爬過來緊緊的依靠我。

我是你的上帝，我要給你夠用，幫助你脫離一切的困難；我要你的整個人，只信

任我聽從我；不可以貪戀別的，或者信任別的。」（馬丁路德。基督徒大問答。〈論

誡命〉。2004 年 5 月三版，道聲出版社。13 頁）。 

上帝給每一個人與萬物，有陽光、空氣、水、土產、政府、家人來養育我們。

對於張先生與我、鄰舍們，我們必須做甚麼？ 

我們都需要悔改。我們把錢看得比上帝還大；沒有錢，我就沒有上帝。有錢，

我就不需要上帝。我們信賴錢財知識技能，遠離上帝，所以台灣愈來愈貧窮。 

每一週的街頭探訪，我們呼籲鄰舍與無家者們信耶穌；因為，有了耶穌，才

有了遵行十誡的動力。因著我們內心殘存大量對上帝的不忠實，我們遵行十誡是

走一步退六步；但，上帝一定給獎賞與咒詛。這是根據聖約的應許，申命記二八

到三十章而實實在在有的。不是根據我們期待有或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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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上帝多麼愛我們，為了實現申命記二十九 6 的應許，祂為了除掉我們心

中那個金錢假神，祂把自己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上帝呼籲我們要接受

耶穌基督的治理，要渴慕遵行十誡的祝福，要恐懼忽略十誡的咒詛。 

代禱事項 
對無家者，活水泉可以承諾我們一起去芒草心協會尋求中途之家的接待；或

者活水泉付費租用旅社三個月，若是有正面持續的發展，我們可以為他租用小套

房一年；同時，期待在耶穌的幫助下遵行十誡。 

我們也持續邀請鄰舍們來一起讀聖經；理由無別的，就是我們都吃喝上帝所

賜的土產，來敬愛祂，心中別無其他的神，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便是不孝（我們

是上帝所生養的兒女）。 

 

會友園地 

《開心醫師－心臟外科權威洪啟仁的故事》 

新書介紹文 

●江淑文 

美好腳蹤系列繪本出版到第 25

本，已經介紹了九位醫生，有台灣本

土與來自世界各國，各有在醫學上的

專業與對人的愛，不只醫病也補足社

會的不足與台灣人心的欠缺。 

第 25 本《開心醫師－心臟外科權

威洪啟仁的故事》，介紹的是洪啟仁醫

師，當人們提到他，直接想到的是他

素有天下第一刀的心臟外科的高超技

術、召集台大醫療團隊完成忠仁忠義

連體切割手術、以醫療外交的方式建

立沙烏地阿拉伯與台灣的國際友誼、

臨退休時協助新光集團成立醫院。 

繪本的編輯、創作團隊從每一位

信仰人物一生的故事中，打理出清楚

的故事脈絡與結構，從人物的特質中，

切入故事點。在籌畫本書的一開始，

拜訪洪啟仁的家人，參考友人了解的

洪啟仁，知道他是不在乎這些名聲，

只在意自己能做什麼的、用心為台灣

付出。 

邀請的作者盧恩鈴有醫學訓練的

教育背景，以著作多本兒童繪本的經

驗，將洪醫師的故事，濃縮編寫成兒

童可閱讀理解的故事。就洪啟仁醫師

的故事，是從專業上看一位優秀的外

科醫生養成的過程、對自己專業不斷

精進的態度。在面對病人時真誠的掛

念關心，尤其是在台灣尚未建立加護

病房時，在病人完成手術時，他總是

陪伴在病床前，確認病人度過危險期、

情況穩定。 

繪者蔡兆倫將實際的人、事、物，

跳脫呆板的實際圖像呈現，讓讀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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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對目標人物產生興趣。著作等身、

得獎無數的兆倫老師，首次嘗試用單

純的線條加上簡潔的上色方式來創作

洪啟仁醫師的繪本。有科普的潔淨、

明朗的風格，比如在線條的運用上的

技巧，讓故事人物洪啟仁突出、易辨

識，成了每一跨插圖的聚焦點。畫面

上，多樣的呈現其在醫學上的專業、

對病人的寬容、溫暖的家庭生活，卻

能保持整體的一致的風格。 

這系列的繪本一貫的創作特色是，

在 13 跨的繪本故事文之後，有詳實的

親子導讀，本書的親子導讀介紹洪啟

仁的原生家庭對他的影響、童年求學

過程、建立自己的家庭、信仰堅持和

其一生追求的價值，引領孩子和大人

們，更進一步的了解洪啟仁，進而建

立一個學習的典範。 

書末版權頁的 QR code 和網路連

結，可以接收語音檔的華、台、英語

三種語文的故事錄音，請多加利用。 

#新書發表會 

■時間：4 月 6 日禮拜三下午 3：00 

■地點：台北東門教會（台北市仁愛

路二段 76 號） 

■活動內容：洪啟仁醫師於 1979 年帶

領醫療團隊成功完成忠仁、忠義連體

嬰分割手術，使台灣醫療技術躍上國

際。特別選在 4 月 6 日洪醫師過世 6

週年舉行新書發表會，當天醫師娘陳

采繁女士及洪家人出席、生命鬥士張

忠義先生分享、美好腳蹤系列繪本總

策劃盧俊義牧師及創作團隊介紹繪

本。 

 

總會消息：敬請為烏克蘭代禱關心奉獻 

敬請眾教會弟兄姊妹關心、代禱、奉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幹事與普世幹事於第一時間緊急聯繫普世夥伴教

會及機構，了解目前有哪些夥伴團體正在進行救援烏克蘭行動。 

目前我們決定參與以下行動： 

1.匈牙利邊境的烏克蘭難民服務： 

＊ACT Alliance 在烏克蘭與匈牙利的邊境城市 Beregsurány設置難民收容中心及

民生物資。 

最新救助消息：https://fb.watch/bBhg6OrVHR/  

＊支持 Hungarian Reformed Church Aid（本會的姊妹教會）提供逃往該國的烏

克蘭難民人道救援。 

最新救助消息：https://www.reformatus.hu/english/  

https://fb.watch/bBhg6OrVHR/
https://www.reformatus.hu/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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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繫羅馬尼亞教會及波蘭教會提供烏克蘭難民必要的人道援助。 

3.與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NCCK）合作，直接提供烏克蘭東正教會人道救助。 

4.籌備烏克蘭家園重建義工團。 

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烏克蘭祈禱文 

連結：https://reurl.cc/LprV0a  

奉獻資訊： 

＊線上捐款-國外救災（請備註：烏克蘭） 

連結：https://reurl.cc/Y9NQll  

＊郵政劃撥：1956-628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註明：烏克蘭 

※奉獻款會交由 ACT Alliance 及夥伴教會辦理相關救助工作。 

※本會將開立捐獻證明方便捐款人做所得稅抵扣，並協助代轉及支付匯兌費用。 

 

主日學園地 

第十三課 最後的晚餐 

▓經文：路加福音 22：7-23 

▓教學目標：耶穌與門徒共享最後的晚餐。教導學生明白「聖餐」的意義，記念

耶穌為我們捨了他的身體與寶血，記住他的教導與救恩。 

▓金句：（耶穌）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這樣做來記念我。」

（路加福音 22：19）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22 年 3 月 27 日）課程的主題是「最後的晚餐」，研經範圍是路

加福音 22：7-23。 

本課信息以耶穌差派門徒中的彼得和約翰去預備逾越節的晚餐展開，也向學

生介紹逾越節的由來。而耶穌在逾越節的晚上，用無酵餅和葡萄汁比喻自己的身

體和寶血，設立了聖餐，表明自己將為全人類的罪犧牲生命，使我們得到救恩。

因此，基督徒在領受聖餐時，都是記念與感謝耶穌的救恩，也盼望著與耶穌同坐

席的那日來臨。 

https://reurl.cc/LprV0a
https://reurl.cc/Y9NQ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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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複習單元中，幼兒級讓學生透過完成門徒預備逾越節晚餐的迷宮，幫

助學生複習本課故事。初小級學生藉由製作最後的晚餐手作及問題與討論，告訴

學生耶穌用無酵餅和葡萄汁比喻自己的身體和寶血，表明自己將為全人類的罪犧

牲生命，使我們得到救恩。中小級與高小級讓學生藉由查經及彼此分享問題與討

論的過程，學習聖餐的意義，也透過製作最後的晚餐手作來複習本課故事，使學

生明白領受聖餐不僅是一個記念的儀式，更是為了感謝耶穌的救恩，也盼望著與

耶穌同坐席 的那日來臨。 

在生活實踐單元中，初小級、中小級和高小級因教案設計關係，與單元一合

併。幼兒級藉由圈選出聖餐會用到的食物，教導學生聖餐的意義，鼓勵學生預備

好自己的心，等待可以受洗、領聖餐的那一天來臨。願上主賜恩典與慈愛與您及

家人！ 

▓分享時光 

1.你們家有什麼特定日子必吃的食物嗎？ 

2.你能領受聖餐了嗎？若能，每次領聖餐的心情如何？若不能，你期待可以領聖  

餐的時候嗎？ 

 

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深谷百合 

詞：黃郁芬 曲：林京美 

月色如水，滿天的星子都沉默  

有一朵百合，在深谷中獨自芬芳  

當花季來過了又走了的時候 

當旅人的跫音響起了又離去了的時候  

當往事憶起了又遺忘 

當往事憶起來又遺忘了 

才想起了有這麼一朵百合 

讓月色看照它的孤寂 

讓繁星點亮它的希望 

在深谷中 

有那麼一朵百合百合百合花 

悄悄地獨自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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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 

詞：黃郁芬 曲：林京美 

把你給的回憶收在口袋，航向遠方尋找夢想  

以信任為舵，勇氣為槳，你的愛就像北極星  

在漫漫長夜指引我方向 

當我走過名為人生的旅程 

驀然回首，我才知道你原來一直都在那裡  

你的愛就像大海，如此無私，如此包容  

讓我自由，讓我追尋，讓我航向嚮往的遠方  

把你給的愛收在心裡，作個水手繼續尋找夢想  

以月光為枕，微風為被，你的愛就像漫天星辰  

在孤寂的旅程與我相伴 

當我走過名為人生的旅程 

驀然回首，我才知道你原來一直都在那裡  

你的愛就像大海，如此無私，如此包容  

讓我自由，讓我追尋，讓我航向嚮往的遠方  

 

 

活動照片 

 
20220304 世界公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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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0 婦女事工紀念主日姊妹團契服事 

 

 
20220316-17 松契參加七星中會松年部雲嶺之丘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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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8 到溫順光＆吳秀珊家禮拜 

 
20220320 為退休者祝福（原民堂） 

 
20220320 JS 團契到邵曼‧牧力家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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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12 週（2022 年 3 月 20 日） 

一 月定奉獻： 19 筆 56,400  元 

二 禮拜奉獻： 4 筆 11,443  元 

三 感恩奉獻： 10 筆 13,200  元 

四 對外奉獻： 

    

 

為七七歌仔戲團奉獻： 1 筆 100  元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7 筆 7,8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烏克蘭奉獻： 2 筆 23,0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2 筆 10,859  元 

五 對內奉獻： 

    

 

為姊妹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東門樂齡奉獻： 6 筆 6,7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22 筆 167,950  元 

 

為聖歌隊奉獻： 1 筆 1,000  元 

六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管風琴奉獻： 5 筆 110,000  元 

七 其他: 

    

 

聖經義賣: 1 筆 1,950  元 

合計: 

  

416,4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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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每週讀經進度 

△03/27(日) 台灣聖經公會歷代志下 6：1-11 

△03/28(一) 台灣聖經公會歷代志下 6：12-21 

△03/29(二) 台灣聖經公會歷代志下 6：22-42 

△03/30(三) 台灣聖經公會歷代志下 7：1-10 

△03/31(四) 台灣聖經公會約伯記 42：1-17 

△04/01(五) 台灣聖經公會詩篇 33 

△04/02(六) 台灣聖經公會詩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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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擔 
主日學校  

聖工 本週（3/27） 下週（4/3） 

合 
班 

短講 楊悅誠 鄭愛玲 

教唱 湛濠銘 王愛惠 

司琴 莊心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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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 
許昱寰 

禮拜 
蔡尚穎 

司會 陳孜蕍 陳昭安 

司琴 游以加 許立憫 

值日 許立慈 游以安 

青少年團契 劉翊璇 蕭喬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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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下週（4/3） 

講道 葉志達 葉志達 

司禮 林孟鴻 吳志宏 

司琴 柯芳薐 蔡明靜 

領詩 黃家萱 張揚銘 

頌讚團 聯合禮拜 喜樂 

報告 聯合禮拜 亞薩 

值月 楊台鴻、蔡尚穎 林孟鴻、黃柏威 

值月 陳立威、蔡昱祺 郭美吟、許昱寰 

招

待 

禮 藍瑞珍、孫玲華 章道齊、傅鳳枝 

教 陳乙美、陳桂芳  陳宏德、蘇秀娟  

關

懷 

禮 李仲瑤 柯娟娟 

教 李貽玲 陳慧麗 

司

獻 

台 盧壯智 章道齊 

頌 聯合禮拜 羅錦心 

獻花 傅鳳枝 林羿君 

音

控 

台 吳信恆、王世博 陳志堅、翁得育 

頌 聯合禮拜 林孟鴻 

插花 莊黃芳美 孫玲華 

祈禱會  

日期 牧師 主理 司琴 日期 牧師 主理 司琴 

本週(4/1) 葉志達 郭世鼎 陳慧麗 下週(4/8) 葉志達 林揚志 吳重芸 

原住民禮拜  

日期 講道 敬拜 司禮 司琴 招待司獻 PPT/直播 清潔整理 
本週 

(3/27) 
Lesa Hane

林懇 簡霛 Yakaw 
蘇弘軒 

Temu 
吳振宇 王小翠 王小翠 

林惠芳 姊妹團契 

下週 
(4/3) 葉志達 清明連假返鄉或參與大堂禮拜 

原住民家庭禮拜  
日期 時間 主禮 領詩 家庭 電話 地址 

本週 
(4/1) 20:00 清明連假暫停聚會 

下週
(4/8) 20:00 復活節詩班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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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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奏：溫若伶姊妹 

指揮：張紀盈長老 
伴奏：溫若伶姊妹 

兒童主日學校 上午 9：40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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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禮拜堂五樓 查經 

許昱寰執事 
禮拜 

蔡尚穎長老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20禮拜堂五樓 翊璇時間 
劉翊璇姊妹 

喬憶姊時間 
蕭喬憶神學生 

查經班 上午 9：00 9 禮拜堂一樓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 
信仰成長 上午 9：00 4 禮拜堂五樓 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 
台語讀經 上午 9：00 5 禮拜堂六樓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主日禮拜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239 禮拜堂二樓 

22 網路直播 
並不孤單 

葉志達牧師 
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葉志達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60教育館四樓 

5網路直播 
信心之旅 

Lesa Hane林懇牧師 
清明連假 

參與大堂禮拜 

頌讚禮拜（華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1:30 30禮拜堂二樓 

2 網路直播 清明追思聯合禮拜 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葉志達牧師 

會議/例會 中午 11:30 禮拜堂一樓 姊契同工會 長執會、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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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經 查經 

二 

東門學苑 上午 9：20 教育館二樓 

台灣宗教的故事 
王博賢傳道 

原住民的想像 
馬躍‧比吼老師 

四 
從電影看上帝律
法的良善與純全 
姚孟昌助理教授 

流行音樂知多少 
徐玫玲教授 

一 
二
三
四 

東門樂齡 

上午 9：30 
下午 1：30 
上午 9：30 
下午 1：30 

禮拜堂一樓 
禮拜堂一樓 
禮拜堂一樓 
教育館二樓 

(一)插花班 
(二)烘焙烹飪 
(三)香草幸福手作 
(四)體適能健康操 

(一)插花班 
(二)烘焙烹飪 
(三)香草幸福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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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園地 
吳重芸牧師 

四 男聲詩班 晚上 7：00 禮拜堂二樓 暫停練習 指揮：潘茂涼長老 

五 

姊妹詩班 上午 9：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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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禮拜堂一樓 主理:郭世鼎長老 
司琴:陳慧麗姊妹 

主理:林揚志長老 
司琴:吳重雲牧師 

原住民祈禱會 晚上 8：00  清明連假暫停聚會 復活節詩班練唱 

六 青年查經班 晚上 6：30 4 教育館一樓 郭世鼎長老 郭世鼎長老 

日 JS 團契 下午 2：00 10教育館四樓 Loba 老師手作教室 退修會-宜蘭 

日 漁網團契聚會 晚上 7：00 禮拜堂六樓 下次聚會時間 6/17 主題查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