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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22 年 6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主禮：葉志達牧師 

司禮：郭世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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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司禮 

聖   詩 19 首「為著美麗的地面」 △會眾 

信仰告白 尼西亞信經（聖詩第 16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第 61 篇（第 1111 頁） 司禮及會眾 

讚    美 Alleluia（哈利路亞）  吉澤真紀姊妹 

聖    經 

 

加拉太書 3:23—29 

（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新約 411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 290 頁） 

司禮 

講    道 成做一體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詩 483 首「佇主內無分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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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首「榮光歸聖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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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主禮：Puyang SING 牧師 

司禮：陳恩加 弟兄 

 

司琴：Alui 長老 

領詩：JS 團契-林王象軒 弟兄 

招待/司獻：杜若穎 姊妹 

 

 靜候上帝的話語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詩篇 95:1—3 領詩者-林王象軒弟兄 

敬拜讚美 1.我要歌唱你愛到永遠 

2.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3.充滿這地 

領詩者 

信仰告白 尼西亞信經 △會眾 

 恭受上帝的話語  

祈    禱  司禮 

聖    經 路加福音 8：26—39 

（新約第 75 頁） 

司禮 

講    道 去說吧!主為你所做的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回應與奉獻  我要歌唱你愛到永遠  △領詩者、會眾 

祈    禱  △司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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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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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能力 

2.轉化 

3.唯獨依靠你 

會眾 

聖  經 加拉太書 3:23—29 許書涵弟兄 

講  道 成做一體 主禮 

禱  告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報  告  王晨旭執事 

介  紹  王晨旭執事 

回 應 詩 轉化 會眾 

祝  禱  主禮 

靜默禱告  會眾 

主領：林孟筑姊妹 

鋼琴：賴思竹姊妹 

鼓：郭毅遠弟兄 

Vocal：許書涵弟兄 

林孟謙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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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總會事工奉獻主日  

本主日是總會事工奉獻主日，請

兄姊對此事工有感動者，到辦公室拿

取奉獻袋奉獻。 

2. 第三季事工協調會  

本主日禮拜後 12：40，在禮拜堂

一樓副堂召開第三季事工協調會，請

各團契會長準時參加。 

3. 喜樂團契聚會暫停  

喜樂團契原訂本主 日禮拜後

11：30，舉行同工群暨會友的以賽亞

書心得分享，因疫情仍嚴峻，取消聚

會，延至 8 月第三週舉行，敬請見諒。 

4. 原民堂 JS 團契《我的教會．我的生

活》事工 

◎6/19 預備畢業歡送的事工，在教育

館四樓。 

◎6/25（六）晚上 6 點，祝福畢業生

～「在路不平上，面對真實的我

們」，由林王象軒同學、陳恩加弟

兄、高箴同學及林惠芳輔導負責，

在教育館四樓。 

5. 東門學苑公告  

（1）6/14 起恢復上課 

近日台北市確診人數有明顯下降

的趨勢，東門學苑在經得牧師、所有

老師及同工們的同意後，自上週二

（6/14）起恢復上課。 

為了使老師們原本規劃的課程得

以較完整地呈現給學員，也讓學員有

更多的學習，經徵得學員同意，所有

老師也均同意在原本 6/23結束的課程

後再加上四週的課程，也就是本學期

將上課至 7/21，結業禮拜延至 7/21 舉

行。敬請兄姊踴躍參與課程。  

（2）因應 COVID-19 疫情之措施  

一、由於疫情尚未完全緩和，學

員若有類似 COVID-19 症狀時，請先

自行快篩，經篩檢為陰性後始到教會

上課。 

二、確診者或快篩陽性者不得到

教會上課，並請盡速就醫或在家隔離。 

三、教會接獲確診個案通報後，

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

理，清查並掌握確診者及其在教會之

足跡，並辦理密切接觸者匡列及後續

停課及清消作業。  

四、請師生同仁持續留意自身健

康狀況，謹慎防疫，落實勤洗手、戴

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等防疫衛生

措施。 

6. 東門樂齡公告 

社會局已公告自上週起可恢復正

常上課，依照課表本學期課程到 6/23

為止，因疫情仍然嚴峻，經過詢問學

員及老師意願，插花班決定不恢復上

課，運動班有 9 位，烘焙班有 8 位，

香草班有 5 位有意願上課。人數皆不

達基本開課的 10 人要求，故決定本學

期樂齡課程不再開課，直到 9 月下學

期再行恢復。 

7. 姊妹團契聚會暫停  

姊妹團契原訂下主日（6／26）舉

行例會，因疫情仍然嚴峻，取消聚會，

敬請見諒。  

8. 「Chosen 兒童資助計畫」已開跑 
關於本會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的

「Chosen 兒童資助計畫」，因疫情嚴

峻，考量兄姊的健康及防疫安全，原

規劃的「Chosen 揭曉派對」活動決定

取消，展望會自 6/13 起，已陸續郵寄

出相關資料，敬請留意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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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界展望會對於未能辦理揭

曉派對活動深表遺憾，衷心感謝東門

教會兄姊的愛心，您的資助，將讓孩

子有機會上學、擁有乾淨飲用水並獲

得充足食物，健康成長，而孩子的家

庭和社區環境也能獲得全面性改善；

若有任何問題，可洽詢陳家鳳專員：

02-8195-303#6049，0916-220-726。 

9. 未知奉獻 5 筆待確認 

目前有 5 筆未知姓名的奉獻轉入

教會帳戶，帳號前三碼為銀行代碼，

後面則是帳號末七碼，請奉獻的兄姊

與教會辦公室聯絡，以利財務組登錄

及開立奉獻證明。  

序

號  
匯款日期 

銀行代碼  

帳號末 7 碼  
金額 

1 1110111 808-9089468 6,500 

2 1110209 808-9089468 15,000 

3 1110418 700-4154103 300 

4 1110418 009-2245600 500 

5 1110426 為管風琴奉獻 3,000 

10. 葉牧師講章逐字稿可供下載 

主日禮拜當週的講章逐字稿（葉

志達牧師）檔案，可透過以下方式取

得：  

（1）掃描週報「講道大綱」頁面右上

角的 QR-code，下載檔案。  

（2）從「台北東門教會網站」的首頁

（http://www.eastgate.org.tw/），

點選【本週牧師講章】按鈕，下

載檔案。  

歡迎參與台語禮拜時需要對照華

語逐字稿的兄姊下載使用。 

11. 總會兒童主日學線上教材  

總會有提供兒童主日學線上教

材，可在 youtube 直接搜尋「PCT 線

上兒童主日學」，或使用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k1pnMK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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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止有 1,329,600 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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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astgate.org.tw/
https://reurl.cc/k1pn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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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福音事工。（2）本土婦女事工。 

14. 教會疫情因應措施  

因應台灣本土疫情發展，為維護

大家的健康與安全，建議 65 歲以上且

未施打過任何一劑疫苗的兄姊，盡可

能在家利用網路直播作禮拜；如果真

的很想來教會參與實體禮拜，請務必

做好個人防疫措施。  

為了確實遵守政府防疫規定，鼓

勵兄姊安裝「臺灣社交距離」APP，

本會最新版本（5/30 更新）的「教會

疫情因應措施」刊在週報第 511 頁；

七星中會所提供的「教會因應防疫注

意事項與提醒」刊在週報第 512 頁。

盼兄姊共同協助，持續配合。 

15. 為烏克蘭代禱 

請為烏克蘭禱告，願這場俄烏戰

爭盡快平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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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週報第 512 頁，也可

以指定奉獻由教會轉匯。  

 

肢體消息與代禱事項  

1. 為肢體： 

（1）請為教會當中身體欠安、心

靈軟弱、開刀與接受化療的

兄姊們禱告，懇求上帝賞賜

平安在兄姊的身上，讓他們

能夠透過專業的醫療團隊得

到療養與復健；也請為染疫

的兄姊禱告，懇求上帝保守，

並且在隔離期間得到支持與

關心。 

（2）為旅居／留學／工作在國外

的兄姊們來代禱。 

2. 為教會： 

（1）為 6/26 主日禮拜服事禱告：

【台語&頌讚】主禮：葉志達。

司禮：蔡昱祺。司琴：柯芳

薐。領詩：許昱寰。頌讚團：

器皿。音控：吳信恆、王世

博、林孟鴻、李安莉。 

【原住民】主禮：法法吾妮‧

拉樂歌安傳道師（證道）／

蔣記剛傳道師（翻譯）。司禮：

Alui。司琴：高永清。敬拜主

領：杜秋鳳。音控：邵曼・

牧力、王小翠。 

（2）為教會在疫情期間來禱告，

懇求上帝帶領教會實體禮拜

與網路直播繼續幫助會友的

信仰成長，也保守教會的兄

姊在疫情期間，有更多的關

心與連結。 

（3）為教會牧者團隊、長執同工

彼此謙卑服事，同心合意傳

揚福音來禱告。  

（4）為教會的東門學苑、樂齡事

工禱告，在疫情停課期間，

願主保守老師與學員們的身

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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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近期的疫情呈現緩降

趨勢，人民仍保持謹慎防疫

的態度禱告，懇求上帝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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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的人民與家庭能即時得

到醫療照護；也為近期的邊

境檢疫措施禱告，保守台灣

能做好邊境把關，有效地防

堵境外新型變異株的入侵。  

（2）為夥伴教會：「活水泉教會」、

「博愛手語教會」、「珍珠家

園」在疫情下的服事來關心

與代禱。 

4. 為世界： 

（1）為全球面對通膨壓力禱告，

通膨問題若不解決，將影響

各國啟動升息措施，也將影

響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前

景與消費需求。  

（2）持續為俄烏戰爭禱告，懇求

上帝施恩憐憫，願俄烏兩國

盡早在和平與公義中停戰。 

 

台語禮拜講道大綱—葉志達牧師 

成做一體 

經文：加拉太書 3：23－29 

前言：榮耀神學 vs. 十架神學 

 成功神學：認為自己努力服事、奉獻，上帝就會祝福，生活就會順遂，所

做的一切都會成功。  

 成功神學的問題不在於上帝祝不祝福，而是在於只講到信仰給予的祝福，

卻沒有談到上帝在苦難中的帶領。  

 馬丁路德：「榮耀神學」vs.「十架神學」～單單用理性認識上帝 vs. 透過

耶穌的受苦認識上帝。  

 德國信義宗神學家 Paul Althaus：「榮耀神學讓人站在上帝面前，根據他所

執行律法的倫理成就，向上帝討價還價；然而，十架神學就是把人看成是

接受上帝呼召、承受苦難的族類。」  

 十架神學反對的是人想要透過自己所做的，換取上帝的拯救，我們都是罪

人，需要上帝透過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拯救。  

信上帝就能得著應許 

 保羅離開加拉太教會之後，有猶太基督徒傳揚「別個福音」（加 1:6），被

保羅認為他們是在擾亂，「想欲曲解基督的福音」（加 1:7）。  

 有一些猶太基督徒認為要成為上帝百姓，就要受割禮、遵守摩西律法、猶

太節期。  

 保羅提醒他們基督信仰的出發點是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事。（加 3:1）  

 福音不是靠自己努力而得來的。（加 3:3）  

 亞伯拉罕是透過「信上帝」與上帝有合宜的關係（加 3:6），就能得著上帝

的應許。  

 
本週牧師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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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功效 

 保羅並不否認摩西律法的功效，他認為律法是讓人知罪。（加 3:19a）  

 保羅反對律法成為得到福音、得著拯救的唯一條件。  

 反對「成功神學」，並不是否定上帝的祝福。  

 清教徒對工作的觀念：努力工作，卻不應該沒有時間祈禱、讀聖經、去教

會或者是照顧家人。  

 清教徒工作是為了榮耀上帝，並且讓他們得到益處。  

 保羅認為律法有其功效，卻不能讓人得著生命，與上帝有合宜的關係。  

 聖經述說人是活在罪惡的管轄下，上帝的應許只有透過相信耶穌基督的

人。  

 律法具有「監視」功能，保守猶太人的生活走在正確的道路。（加 3:23）  

 律法具有「監護人」的角色，就如同羅馬帝國時代，往往請一個「監護人」

照顧孩子並教導孩子，直到孩子成年才離開。（加 3:24）  

 「現在信的時代來臨」（加 3:25）～耶穌來了之後，律法就不再當「監護

人」了。  

穿上基督 

 透過信耶穌基督成為上帝的兒女（加 3:26）～原本「上帝的兒女」指的就

是猶太人。  

 「恁大家」～原文是「所有人」，也就是上帝的兒女不再被限定只有猶太

人。  

 透過領受洗禮，已經是穿上基督，從舊的生命轉換成新的生命。（加 3:27）  

領受洗禮是突破界線 

 遵守摩西律法造成一個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界線。  

 領受洗禮是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界線（加 3:28）～打破國家、種族、族群的

界線；打破社會階級的界線；打破男女之間或性別之間的界線。  

 在基督裡所有人成為一體。  

 每個領受洗禮的人都是屬基督、亞伯拉罕的子孫、上帝應許的繼承人，是

上帝的兒女。  

成做一體 

 成功神學或榮耀神學～透過人的努力得著祝福，反倒是製造出許多的「分

別」。  

 有權力、財富的人，就是得到最多祝福的人，也是屬靈生命比較好的人嗎？  

 得到財富、地位是為了榮耀上帝、並讓他人得到益處～清教徒的傳統。  

 在教會裡，無論牧師、長執同工，這些職分都是上帝的恩典，並不能成為

人與人之間的界線。  

 「成做一體」就是打破族群之間、社會地位之間，男女之間的界線，打破

這些界線所帶來的不平等。  

 讓每一個人，只要願意領受洗禮，都是在基督裡成做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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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專欄 

上帝所招聚的 
6 月 7 日，台北東門教會出身，

即將從台神屆齡退休的教會歷史教授

鄭仰恩牧師，在當天台神的師生禮拜

中發表了「退休感言」。他用了「感恩、

懷念、準備下山」作為感言的三個要

點，實在發人省思。用感恩的心去看

待每一件服事，用懷念的心情去回顧

服事的人、事、物，更用大格局來提

醒自己也提醒台下的人，「該下山的時

候就下山」。這對於一個在台神讀書、

教書、服事、生活三十多年的他來說，

的確非常不容易；感恩、懷念，卻不

留戀，這需要極大的自制力和勇氣，

這樣的感言實在令人感動。在感言中，

有一句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鄭仰恩

牧師引用了彰基的小蘭醫師所說的話：

「服事是一種特權，也是一種恩典。」

深深地提醒我們每個在教會服事的人，

好好享受服事這個特權，並且深深地

認為那是恩典。從整篇感言中，我深

深地體會到，即使鄭仰恩牧師大部分

的時間都是在神學院教書，不過，他

所說的卻深深地影響到在教會服事的

我，也提醒著每位教會弟兄姊妹。  

從教會的定義來說，教會在希臘

文是「ekklesia」，而這個字是「招聚」

的意思。對於猶太人來說，他們是一

群與上帝有立約關係的民族。因此，

當聚集在一起，他們會認為是上帝所

招聚的。特別是從希伯來文的「會眾」

（qahal）這個字來看，在各種集會中，

他們是上帝所招聚在一起的會眾。因

此，「教會」（ekklesia）也是上帝所招

聚的會眾，卻不像猶太人是以單一民

族為主，而是以有著共同的「基督信

仰」的一群人，無論是猶太人、非猶

太人，無論是男，是女，也無論是哪

個社會階層，都聚在一起過著敬拜上

帝、服事上帝的團契生活。  

從教會的定義來看，若一個團體

不是上帝親自招聚的，那麼就不能形

成所謂的「教會」。因此，我們必須清

楚了解，教會與外面的團體不一樣，

不只是組成的人不一樣，組成的目的

也不一樣。有些團體是為了行善而招

聚在一起，有些團體是為了得到利益

而招聚在一起，每個團體為了各自不

同的目的招聚在一起。當然，各個宗

教團體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招聚在一

起。有些團體，他們所做的事，是我

們信仰可以認同的，像之前來教會辦

理「Chosen資助兒童計畫」的世展會，

或者是芥菜種會等等，在台灣許多社

福機構都與基督信仰有關，這或許是

上帝招聚他們的，也或許不是。然而，

教會必然是上帝所招聚的人一起敬拜

上帝、服事上帝，否則，我們無法稱

呼自己是教會，而應該是其他不同種

類的團體。 

既然，教會是上帝親自招聚人的，

那麼就如鄭仰恩牧師的感言中所說的

一句話：「一方面，台神是所有人的，

另一方面，台神不屬於任何人的。」

換到教會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因著

共同信仰被上帝招聚，聚集在一間教

會裡，一起敬拜上帝，一起服事，過

著團契的生活。教會是我們的，卻又

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上帝的。因

此，我們在這裡服事是上帝給我們的

特權。因為，若沒有上帝招聚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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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就沒有機會在這裡服事，而這

樣的服事也是來自於上帝的恩典，讓

我們有機會服事他。  

在教會中，我們總是懷念過去許

多信仰前輩在教會中努力服事，最後

讓我們可以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享

受過去所打下的基礎，在教會中信仰

成長，並且得以服事上帝，服事人。

我們必須感恩，感謝上帝招聚我們在

這裡。在這間教會服事是上帝給我們

的特權，也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有

一天，當我們蒙主恩召的時候，我們

要無愧於上帝，也讓後人懷念我們在

教會所奠下的信仰基礎，好讓他們繼

續在教會裡享受團契生活。  

 

主日學園地 

第十二課 學習耶穌謙卑服事 

▓經文：約翰福音 13：1∼15 

▓教學目標：耶穌以僕人的樣式屈身為門徒洗腳，表明他對門徒的愛。教導學生

要以耶穌為榜樣，願意謙卑服事，照著主為我們做的去做。  

▓金句：我（耶穌）尚且替你們洗腳，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約翰福音 13：14）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平安。  

今天（公元 2022 年 6 月 19 日）課程的主題是「學習耶穌謙卑服事」，研經

範圍是約翰福音 13：1∼15。 

本課故事講述以色列人因為穿著以及氣候的關係，雙腳很容易沾染到泥土，

於是每戶家門口都會預備水盆，提供給回到家或來訪的人清洗，而協助清洗則是

僕人的工作。耶穌因為曉得自己再過不久便要離開世上，回到天父那裡，便在逾

越節的晚餐中，親自替門徒洗腳，以此行動表明對門徒的愛。教導學生越是高位

者，越要謙卑，也要彼此服事。如同本課金句：「我（耶穌）尚且替你們洗腳，你

們也應該彼此洗腳。」（約翰福音 13：14） 

願上主賜恩典與慈愛與您及家人！  

▓分享時光 

1. 你覺得服事別人的感受如何呢？被服事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2. 你有服事弱小或需要幫助的人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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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仍維持現行口罩等防疫措施。以下幾點事項，還望

兄姊共同協助配合（5/30 更新）： 

 

主日學線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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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禮拜（台語／原住民／頌讚）仍維持實體禮拜且照常有線上直播。  

2. 週五祈禱會仍維持實體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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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成長班、台語讀經班）暫停課程；成人主日學

（查經班）仍維持正常上課。  

4. 各詩班（聖歌隊、姊妹詩班、男聲詩班）暫停服事與練唱。  

5. 進入教會請確實測額溫，以酒精消毒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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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中消息：教會因應防疫注意事項與提醒 

因為政府確定「病毒共存、朝向開放」的政策，為讓教會持續聚會，以及保

護弟兄姊妹，請會友注意下列事項： 

1. 若是發現您有確診情形，請主動聯絡辦公室。確診者請按政府規定在家檢疫或

就醫，勿來聚會，依政府規定 7+7 天居家檢疫政策後即可回來聚會。  

2. 您若是與確診者密切接觸者（同住親友及住宿同寢室友），請居家隔離 3+4 天

快篩陰性後即可回來聚會。同學、同事、面對面 15 分鐘無戴口罩者，自篩陰

性者即可來聚會。  

3. 請盡量打完三針疫苗注射再來參與聚會和禮拜以保護自己安全。若是有感冒症

狀，請先在家中快篩陰性後再來聚會。  

4. 請儘量不要在教會用餐，如需用餐，請保持 1.5 公尺距離，用餐時不要說話。 

5. 可以在教會桌遊、打桌球或活動，但要全程戴口罩。  

6. 若教會有確診者參與聚會，在週間辦公室會通知與其有密切接觸者的弟兄姊妹，

聚會場所消毒後按規定開放。若在主日有確診者足跡，則請提醒告知坐在其座

位九宮格位置的弟兄姊妹注意身體健康，教堂全面消毒後按規定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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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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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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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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奉獻資訊：（1）線上捐款-國外救災（請備註：烏克蘭）  

連結：https://reurl.cc/Y9NQll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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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每週讀經進度 

△06/19(日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1:1-24 

△06/20(一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2:1-21 

△06/21(二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3:1-14 

△06/22(三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3:15 -4:7 

△06/23(四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4:8-31 

△06/24(五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5:1-26 

△06/25(六 ) 台灣聖經公會加拉太書  6:1-18 

 

https://fb.watch/bBhg6OrVHR/
https://www.reformatus.hu/english/
https://reurl.cc/LprV0a
https://reurl.cc/Y9NQ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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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讚美 
獨唱／吉澤真紀 

Alleluia（哈利路亞）  

作曲：W. A. Mozart 

Alleluia 哈利路亞 
 

活動照片 

 

20220612 台語禮拜讚美  獨唱：江宜庭姊妹  

 

奉獻報告 

●第 24 週（2022 年 6 月 12 日） 

一 月定奉獻： 33 筆 152,850  元 

二 禮拜奉獻： 4 筆 9,500  元 

三 感恩奉獻： 16 筆 44,101  元 

四 對外奉獻：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1 筆 6,000  元 

五 對內奉獻： 

    

 

為 JS 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管風琴奉獻： 2 筆 5,600  元 

 

合計： 

  

226,0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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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工分擔 
主日學校  

聖工 本週（6/19） 下週（6/26） 

合 
班 

短講 暫停 暫停 

教唱 暫停 暫停 

司琴 暫停 暫停 

兒
童 
級 
分 
班 

幼稚 暫停 

初小 暫停 

中小 暫停 

高小 暫停 

青少年 
禮拜/查經 

線上 查經 
廖弘源 

線上 講道 
吳重芸 

司會 - - 

司琴 - - 

值日 - - 

青少年團契 
線上 契友 
近況分享 

線上 
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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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暫停 

台語讀經 暫停  暫停 

主日禮拜  
聖工 本週（6/19）  下週（6/26）  

講道 葉志達 葉志達 

司禮 郭世鼎 蔡昱祺 

司琴 柯芳薐 柯芳薐 

領詩 黃家萱 許昱寰 

頌讚團 恩典小羊 器皿 

報告 王晨旭 李怡庭 

值月 林仁惠、鄭幸兒  林仁惠、鄭幸兒  

值月  李怡庭、李宜樺 李怡庭、李宜樺 

招

待 

禮 鄭燕嬪、廖楓  葉伯琪、連碧玉  

教 林孟樺、林鳳秋 林恆德、孫玲華 

關

懷 

禮 李仲瑤 李仲瑤 

教 李貽玲 李貽玲 

司

獻 

台 洪斌凱 葉伯琪 

頌 黃幼薰、黃筱雯  蔡佩蒔、黃國華  

獻花 柯雪卿、翁晃一  蔡主成 

音

控 

台 王世博、吳信恆  吳信恆、王世博  

PPT 李安莉 李安莉 

頌 林孟鴻 林孟鴻 

插花 蔡主成 蔡主成 

祈禱會  

日期 牧師 主理 司琴 日期 牧師 主理 司琴 

本週（6/24） 葉志達 杜秋鳳 吳重芸 下週（7/1） 葉志達 林孟鴻 陳慧麗 

原住民禮拜  
日期 講道 敬拜 司禮 司琴 獻詩 招待司獻 

直播
PPT 

清潔整理 

本週 
（6/19） 

Puyang 
JS 團契 
林王象軒 

陳恩加 Alui - 杜若穎 
林惠芳 
王小翠 

JS 團契 

下週 
（6/26） 

法法吾妮‧
拉樂歌安 杜秋鳳 Alui 高永清 - 方蘭馨 

邵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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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20:00 參與祈禱會(杜秋鳳執事分享，吳重芸牧師司琴) 

下週
（7/1） 

20:00 參與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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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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暫停練習 5 月份暫停練習 

兒童主日學校 上午 09：40  教育館三樓 暫停 

青少年主日 
禮拜/查經 

上午 10：00 24 禮拜堂五樓 
線上 查經 
廖弘源長老 

線上 講道 
吳重芸牧師 

青少年團契 上午 10：40 20 禮拜堂五樓 
線上 

契友近況分享 
線上 

彼此代禱 
查經班 上午 09：00 5 禮拜堂一樓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 

信仰成長 上午 09：00  禮拜堂五樓 暫停 暫停 
台語讀經 上午 09：00  禮拜堂六樓 暫停 暫停 

主日禮拜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10
3 

77 

禮拜堂二樓 
網路直播 

成做一體 
葉志達牧師 

離開舒適的地方 
(走出舒適圈) 
葉志達牧師 

原住民禮拜 
(華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0：00 

28 
9 

教育館四樓 
網路直播 

去說吧! 
主為你所做的
Puyang 牧師  

與你分享的快樂，
勝過獨自擁有/法
法吾妮‧拉樂歌安傳

道師 

頌讚禮拜（華語） 
（實體+線上） 

上午 11：30 
16 
5 

禮拜堂二樓 
網路直播 

成做一體 
葉志達牧師 

離開舒適的地方 
(走出舒適圈) 
葉志達牧師 

會議/例會 中午 12：40  禮拜堂一樓 事工協調會  

一 星中婦女合唱團 上午 09：30  禮拜堂二樓 暫停練習 暫停練習 

二 科大聯合團契 下午 06：30  禮拜堂一樓 期末考週 放暑假 

二 

東門學苑 上午 09：20  教育館二樓 

從電影看上帝律法
的良善與純全 

姚孟昌助理教授 

原住民的想像 
馬躍‧比吼老師 

四 
台灣宗教的故事 

王博賢傳道 
流行音樂知多少 

徐玫玲教授 
一 
、 
四 

東門樂齡 
上午 09：30 
下午 02：00 

 禮拜堂一樓 暫停辦理課程活動及共餐服務 

三 姊妹團契 下午 01：30  禮拜堂一樓 暫停聚會 暫停聚會 

四 男聲詩班 晚上 07：00  禮拜堂二樓 暫停練唱 暫停練唱 

五 

姊妹詩班 上午 09：40  禮拜堂二樓 暫停練唱 暫停練唱 

台語堂祈禱會 晚上 08：00 7 禮拜堂一樓 
主理:杜秋鳳執事 
司琴:吳重芸牧師 

主理:林孟鴻長老 
司琴:陳慧麗姊妹 

原住民家庭禮拜 晚上 08：00  禮拜堂一樓 參與祈禱會 參與祈禱會 

六 青年查經班 晚上 06：30 8 教育館一樓 
線上 查經 
郭世鼎長老 

線上 查經 
郭世鼎長老 

日 JS 團契 下午 01：00  教育館四樓 6/19 暫停一次 
6/25 歡送畢業生 

讚美之泉 2022 亞
洲巡迴/吳悅彤執

事 
 
 

 

主後 2022 年 6 月 19 日 

              第 222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