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日 禮 拜 程 序 

主禮：孫子貴牧師 / 司禮：郭鴻明長老 / 司琴：陸俊宇弟兄 

 

【上午 09：00】            靜候上帝的話 

宣    召 ---------------------------------------------司禮者 
敬拜讚美--------------------------------------------兄弟團契 
唱    詩 --排 103首 sapinaka pitulan nasarunguaqiten---會 眾 
祈    禱 ---------------------------------------------司禮者 
啟 應 文----------------(第 14篇)----------------------會 眾 

信仰告白----------------使徒信經 ----------------------會 眾 
事工報告------------------------------------------林文興執事  

恭受上帝的話 

獻    詩----------------------------------------第六家庭小組  
聖    經-—士師記六 14～16----族語:陸維運弟兄/華語:胡意玲姐妹 
講    道 -----------【體驗上主同在的信心】------------主禮者 
祈    禱----------------------------------------------主禮者 

應答上帝的話 

唱    詩----排 170首 當在人生海上，風浪苦顚簸----------會 眾 
奉    獻----排 182首 虔誠奉獻我全生----李文興執事/高美雀執事 

領受差遣與祝福 

頌    榮------排 248首 上帝的榮耀----------------------會 眾 
祝    禱----------------------------------------------主禮者 

==================================================== 
【下午 14：00 】         靜候上帝的話         
宣    召----------------------------------------------司禮者 
唱    詩------排 251首 祢真偉大-----------------------會  眾                                                                                                                                                                                                                                                                                                                                                                                       
祈    禱----------------------------------------------司禮者 

恭受上帝的話 

聖    經--創世記廿八 10～15---族語:陸維運弟兄/華語:胡意玲姐妹 
講    道-------------【 逃亡中的奇遇 】---------------主禮者 
祈    禱----------------------------------------------主禮者 

應答上帝的話 

唱    詩-----排 330首 無論你在何方---------------------會 眾
奉    獻-----排 272首 感謝耶穌---------李文興執事/高美雀執事

領受差遣與祝福 
頌    榮-----排 249首 讚美天父聖名---------------------會 眾                     
祝    禱----------------------------------------------主禮者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vecekadan kiu kai 週報 

日期：主後 2022 年 06 月 19 日 （星期日）第 25 週 

 

 

 

 

設 立：主後 1952年 5月   

會 址：903屏東縣瑪家鄉三和中村六鄰 32號 

駐堂牧師：孫子貴 牧師 手機: 0915-883751 
電話：08-7991650分機（14牧師辦公室/18傳道師辦公室/11-幹事辦 
      公室/15牧師館 /13、17文化健康站) 
傳真：08-7994037      E-mail：vecekadan @yahoo.com.tw  

聚 

會 

時 

間 

主日禮拜（日）上午 09：00～10：30、下午 14：00～15：00             
松年團契（日）………………………上午 11：00～12：00 
婦女團契（日）………………………上午 11：00～12：00 
弟兄團契（日）………………………上午 11：00～12：00 
兒主學校（三）晚上 19：00～20：00；（日）上午 09：00～11：00 
祈 禱 會（三）………………………晚上 20：00～21：00 
家庭禮拜（五）………………………晚上 20：00～21：00 
青年團契（六）………………………晚上 20：00～21：00 
少年團契（六）………………………晩上 18：00～20：00 
晨更禮拜（一、二、四、六）……  清晨 05：0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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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奉獻：28,350 元】 

高福德 500苑成明 300陳雪梅 100文秀英 200洪明光 500林寶珠 100 

高惠芬 200洪玉金 200潘秀惠 200郭美麗 300董錦葵 200李信考 100 

羅櫻花 1000陸惠愛 1000石美珠 200李信花 200賴秀英 300周珍玲 500

呂美惠 200王玉妹 200周賢德 100潘鴛鴦 200林俊蓮 200羅偉男 200 

林夢涵 200孔夢雲 100李文興 200洪秋香 200陳春花馮萬福 500 

馮志峰 200陳麗花 300陳三平 200苑美蓮 100董俊華 100羅秀蘭 200 

林志明 200陳美銀 200陳秀玉 100林文傑 200潘麗珍 200王清英 500 

沈英惠 200陳虹妤 200包效良 100顏幸吉 100謝玉珠 500孫子貴 600 

孫曉琪 500陸玉蘭 200董進煌 500唐屏 200馮陳玉英 300孫怡琳 300 

陳淑芬郭鴻明 500林寶玉 100陳玉枝 100韓韡齡 1000胡月娥 100 

陳淑貞 200沈國男 100黃健明 300徐美蘭 300徐脩慴 300黃硯慴 300 

雷蔚萍 200呂玉華 200徐虹霞 500陳珞凌 200陳玉秀 300高美雀 200 

陳秋香 200陸菊芬陳魁善 1000高純姿呂誠 500呂網市 200呂來智 100 

石育芳 300胡意玲 200王主香 100吳惠珠 300鍾美秀 200林仁傑 100 

林曉庭 100陳秀麗 200潘春梅 300馮文華 200簡惠美 300柳陳玉英 200 

林明玉 200溫秋蘭 200高雅凡 200林梅花 100林雅芸 100胡俊英 1000 

未具名 24人 2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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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暨週間聚會 6/12 ◆【月定奉獻：95,797元】 

陸菊芬 20000顏幸吉 700張惠屏 5000 

高福德 6500苑成明 7000張謝桂蓮 2000 

簡惠美 3900楊明雄 1397石明蛉 11000 

林寶玉 3100林惠芳 3000苑美蓮 2400 

陸主香 3300苑成義 5000高雨婕 5000 

胡銀 2000潘麗珍 5700陳玉秀 2500 

陸惠美 3000徐曉蘭 3300 

◆【感恩奉獻：11,700元】 

苑美蓮 600陸主香 700苑成義 1000 

陳秀玉 300陳龍善 200文秀英 1000 

高福仁 1000呂美惠 1500潘麗珍 1000 

胡金花 1000林曉涵 200陳勝三 200 

馮阿春 500柳陳玉英 1000賴秀英 1500 

◆【少數民族奉獻：400元】 

洪秋香 200苑成義 200 

◆【都宣家庭祭壇奉獻：400 元】 

簡惠美 100苑成義 300 

◆【建設奉獻：11,000元】 

苑成義 1000陸菊芬 10000 

◆【聖餐奉獻：28,350元】 

奉獻名單登入第 6閱 

 【兄弟事工奉獻主日：5,550元】 

陳千愛 200周賢德 100苗進煌 100黃健明 1000

馮志偉 200董錦葵 200郭美麗 200 

謝國禎 200羅清明 100杜捷希 50陳淑貞 500

陳智勇 300洪玉金 200唐屏 100胡榮河 100陳

月 梅 100陸惠愛 300王主香 100 

未具名 15人 1500元 

主日禮拜 人 數 奉 獻 

上 午 實聚 95線
上 124 1,782元 

下 午 實聚 30人 1,455元 

合計 249人 3,237元 

 團 契 奉 獻 

團契 人數 奉獻 

松年團契   

兄弟團契   

婦女團契 5人  

青年團契 9人 294元 

少年團契 11人  

兒童主日學 13人 245元 

 禱告會（6/15） 

實聚 21人 線上 59人 

總數：80人 /奉獻：1,370元 

 家庭禮拜 (6/17)   

第一組 12  第六組 12 

第二組 18 第七組 16 

第三組 25 第八組 5 

第四組 24 第九組 21 

第五組 12 第十組 4 

合計：149 人 

 晨更禮拜 (6/13-6/18) 

週一 週二 週四 週六 合計 

2 4 5 5 16 

 



【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今日為總會事工奉獻主日，請弟兄姐妹關心及代禱。  

2. 實體聚會，疫情高峰期間，請兄姊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如有身體

不適者不宜勉強參加聚會，可在家中同步線上禮拜，，請弟兄姐

妹們遵守本教會規定， 謝謝大家配合。 

3. 請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姐妹禱告：住院：陳詩英姐妹（慰問第五

組），溫秋蘭姐妹（慰問第四組）；居家休養：羅櫻花執事、王

葉妹姐妹、蔡金煌英姊妹。 

4. 探訪組報告： 

（1） 6月 26日星期日下午發放半年慈善救濟金共 16戶。 

（2） 發放物資紙尿褲。 

（3） 請長執同工們預備心及代禱。 

5. 教育組報告：因疫情關係，6 月 26日族語背誦活動延至 12月份

聖誕節系列活動辦理，請各團契做好充分預備也請代禱。 

6. 兒主報告：上午 10：30分召開會議，地點中村文健站教室，請

老師們準時赴會。 

7. 在疫情中求上帝保守：醫療人員、防疫人員、確診或隔離的人、

高風險的人、長 輩、青年與兒童，也為全球 COVID-19 疫情，

能早日得到控制禱告。  

8. 中會財務部辦理財務研習，日期 6月 25日（六）9:30 ～15:00 

止，地點北區（中村教會），研習內容：1.總會會計軟體操作。

2.教會會計業務實作。對象：教會財務⼈員及熟悉電腦之青年。

報名費：堂會每名 300 元，報名至 6 月 2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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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契 奉 獻】 

 

◆【松年團契奉獻】 

(會費)：顏幸吉 100尤銀雀 200謝桂蓮 200謝玉珠 100呂網市 100 

林寶珠 100溫素娥 200呂誠 200高純姿 100包辦照 100 

林志明 200蔡秋菊 200陳建華 200高惠芬 200羅秀蘭 100 

兆登發 100林寶玉 100陳美銀 200洪明光 210 

（感恩）：陳玉枝 100 

 

◆【兄弟團契奉獻】 

（會費） 
（感恩）：林文傑 100高福仁 1000 
 
◆【婦女團契奉獻】 

(會費)：徐虹霞 100陸玉英 100沈英惠 100高美雀 100洪秋香 400 

楊曉涵 100包春娘 100陳淑芬 100楊曉玲 200 

(感恩)：徐虹霞 300沈英惠 100陳淑芬 200 

 (百分百)：徐虹霞 100陸玉英 100沈英惠 100高美雀 100洪秋香 200 

林惠芳 600陳淑芬 100 

 

◆【青年團契奉獻】 

(會費)： 
(感恩)： 
 

◆【少年團契奉獻】 

(感恩)：林依潔 100林邵承 100陳妤箴 100洪隽儀 100王冠伶 100 

林佳馨 100韓雋 100 

  

 ◆【兒童主日學奉獻】 

(感恩)：苑美蓮 1000黃妤恩 100林宇喆 110陳宇安 110黃妤柔 100 

江心悅 100董苡勒 100陳品睿 100張孝臣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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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聖工分配 (6/26) 

主  禮 孫子貴牧師 獻  花 包婷婷姐妹 

司  禮 王玉妹長老 網頁製作 韓 雋弟兄 

會前禱告 王玉妹長老 播   放 高雅凡姐妹 

讀  經 
族語: 沈英惠姐妹 

華語: 呂王華姐妹 

音   控 張啟彣弟兄 

招待/防疫 第一組長執會 

司  獻 
林文傑執事 
陳國光執事 

消毐內外 
噴劑 

執事：洪明光 苑成義 
馮志偉 

報  告 陳國光執事 
消毐內外 
擦拭 

執事：苑成明 李文興 
周珍玲 

司  琴 陸維運弟兄 
量測體溫/
噴酒精 

執事：林寶玉 溫花妹 
高美雀 

敬拜讚美 少年團契 
發週報 

長老：洪玉金 馮文華 
陸惠美 郭鴻明 
王玉妹 

獻   詩 婦女團契 
  

 祈 禱 會（6/22） 

主禮：王玉妹長老  / 司禮：陳國光執事  / 司琴：陸維運弟兄 

 家庭禮拜分配 (6/24)   

組 別 主禮者 司會者 聚會家庭 

第一組 

家庭祭壇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晨更禮拜分配 （6/20-6/25） 

聚會 主禮者 代禱家庭 代禱事項 研究經文 

週一 苑成義執事 林寶珠姐妹 國家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二 苑成明執事 江傳光弟兄 社區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四 胡青娥長老 余傳仁弟兄 教會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六 溫花妹執事 江安琪姐妹 牧者  新眼光讀經手冊 

 團契週間事工分配 （6/20-6/25） 

時 間 團契名稱 主  理  聚會內容 

週三 20時整 兒童主日學 全體師生 練唱感恩節詩歌 

週六 21時整 教會詩班   

週六 18時整 少年團契 韓雋弟兄 分享禱告會 

 團契主日事工分配 （6/26） 

時 間 團契名稱 主  理  聚會內容 

週日 11時整 松年團契   

週日 11時整 兄弟團契   

週日 11時整 婦女團契 各小組 探訪 

週日 11時整 青年團契 馮 恩姐妹 詩歌練唱 

 兒童主日學事工分配 (6/26) 

合班 司會 司獻 讀經 司琴 

簡惠美長老 陳珞旂老師 杜愛群同學 張馨蕙同學 馮 恩老師 

高年級 中年級 低年級 幼稚級 
 

徐曉蘭老師 韓韡齡老師 陸飛堯老師 羽柔 珞旂 

每週經句：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                         

（希伯來書 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