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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村教會「凡事謝恩」感恩節暨信仰成長禮 

maleva ta Cemas 

要以感謝進入他的聖殿； 

要以頌讚進入他的聖所。 

要感謝他，頌讚他！  

(詩篇 100篇 4節) 

 

 

 

 

 

 

 

 

 

 

 

 

日期:主後 2022 年 07 月 24 日（星期日）第 29 週 

地    點：三和社區集會所 

                 主    禮：孫子貴牧師    司    會：陸玉蘭長老 

                 司    琴：洪秋香姊妹    詩歌讚美：兄弟團契 

                 讀    經：孫睿(排)、柳吟妤(華)   

                 司    獻：徐美蘭執事、唐進雄執事、苑美蓮執事 

                 招    待：張惠屏、陳奕君、溫潔恩 

                 防疫小組：(大門)高雨婕、文馨婷、王冠伶、洪隽儀   

                           (側門)陳珞凌、張馨怡、陳妤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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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程序 

 

號角響起 -------------------------------------------------------- 王黃子禎姊妹 

宣    召 ---------------------------------------------------------司會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獻上感恩 ------------------------------------------------------- 兒童主日學 

成長禮同學進場 -------------------------------------------------- 司會 

 

1.幼稚園（陸菊芬長老、胡青娥長老）： 

  周宜嫻、何碩晏、黃妤柔、李以馨、吳芃蓉、杜司提凡 

2.國小（馮文華長老、簡惠美長老）： 

  潘  晴、林冠宇、徐妤庭、許子恩、馮泰格、黃于柔、黃妤欣、吳瑜捷、 

  溫楚謀、王暐昕 

3.國中（郭鴻明長老、王玉妹長老）： 

  張李星億、張李星德、胡翔恩、陸昊均、溫瑋庭、董加恩、陳珞旂 

4.高中（楊明雄長老、陸惠美長老）： 

  莊偉文、文誠峻、林依潔、徐晉堯、徐晉豪、陳  愷、羅子祥、馮  皓、賴瑞媛 

5.大學（洪玉金長老）：何家浚、楊望雲、韓  皓 

 

詩歌讚美 --------------------------------------------------------- 兄弟團契 

唱    詩 -------------------------排 263 首----------------------- 全體會眾 

當聖靈在我的心 

當聖靈在我的心，我要歌頌主，像當年的大衛王， 

當聖靈在我的心，我要歌頌主，像當年的大衛王。 

我要唱，我要唱，像當年的大衛王， 

我要唱，我要唱，像當年的大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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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vak nua ta Cemas i ta ku varung na ma ya tai da vi di  

U ri se me naya ken a—ze me nger nama ya tai da vi di 

Se nai  se nai na ma ya tai da vi di 

Ze nge ri ze nge ri pa pu li gu ta Cemas 

祈    禱 --------------------------------------------------------- 司會 

獻    詩 -------------------------排 363 首---------------------- 松年團契 

《ari zengezengeri ta ta Cemas 》 

A i yau i lja a ri ze nge ze nge ri 

Ta ta Cemas ka le va i 

Ma va na na pa se qe lji nga na pa ga u gaw  

Ta su lji va tan a pa te pa la la la ut  

   獻    詩 -------------------------排 261 首---------------------- 兒童主日學 

 

《Aku kinai kacauanan papuli gu ta Cemas》  

A ku ki na i  ka ca u a nan ku si pa pu lja ta na semnai ta Cemas 

A ku ki na i  ka ca u a nan ku si pa pu lja ta na semnai ta Cemas 

Ti Yi hu va a ku pi ni va rung sa ku ka le va le va i 

Ti Yi hu va a ku pi ni va rung sa ku ka le va le va i  

Sa ku ka le va le vai 

 

   讀    經 ----------------------詩篇 103 篇 2 節----------------- 排：孫  睿   

                                                              華：柳吟妤 

 華: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族:uri seman paravac aken tua Cemas ,inika ken a uri remauraw tua  

kilivak nimatu. 

 

   講    道 ------------------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主禮者 

   祈    禱 ---------------------------------------------------------- 主禮者 

   獻    詩 ----------------------排 407 首--------------------- 兄弟、婦女聯合詩班 



4 
 

 

Sena-I a maleva tua naqemati 

1.senai a maleva tua na qemati a ta Cemas maka ki qi nu ma na nga— 

 i tena pe nu ljatma sa ki li va ke nua ta Cemas ne ka nu na makuda 

Tua ta qi –nu man a ri da da la ni male vale va tai Yisu sama 

Ka le va i tai Yi su sa ma 

2.kale nai tua kilivak nu a ta ka ma Cemas manana mana na papu picul 

Ta ta si ki pusenge senga nan saka izua nga u ri ta si ka va lut a- 

Ta ma ngu a qan a ti ma i-ma nga a ri da da la ni male vale va 

 tai Yisu sama ka le va i tai Yi su sa ma 

3.a su kilji vak a su ki senai u lana le la la ut sa su ku le ku le 

Ta na nga ni a va vak tua tu kez u la napupi cul a nia saluan sa- 

    Ne ki pa la –ing tu a –su –va rung a ri da da la ni male vale va  

tai Yisu sama ka le va i tai Yi su sa ma 

 

   成 長 禮 -----------（請畢業生家長至等候區預備）----------- 陳淑芬執事 

               進場順序：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贈    禮 -------------------------------------------------- 司會 

   獻    詩 --------------------排 351 首--------------------- 青、少年聯合詩班 

 

Penaula ta Kama 

1.i na lai na la pena u la ta kama la .tu a I ka cauan la .I na la I na Pa le te kuin 

         ti yi su la ,I na la ai na ai lume,hi ai mada lana yana I na le au ai na le a  

ya ne u a I na lan 

2. i na lai na la ta ngu ti yi su la.a ki pa ula u la la, I na la I na Ta ma saku lu cu qan la,  

I na la ai na ai lume,hi ai mada lanaYa na I na le au ai na le a ya ne u a I na lan 

3. i na lai na la da va ya nga ti yi su la.au ri na ki si aq la. I na la I na A ma sa ku pa 

 sa liw la, I na la ai na ai lume,hi ai mada la na Ya na I na le au ai na le a  

ya ne u a I na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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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na lai na la pa ze ka ta na nga ri la.ku pa sa lisaliw la,I na la I na Sa su rau ra vi 

a nga la, I na la ai na ai lume,hi ai mada la na Ya na I na le au ai na le a 

ya ne u a I na lan 

 

   奉    獻-------------------排 396 首---------------------- 徐美蘭執事、苑美蓮執事 

                                                                 唐進雄執事 

 

Ku sipagaugavan a ku levan               

1.ku si pa gau ga va na ku le van tua ku Cemas ,a ma le va tua ki li va  

Ke ni Yi su tua pi na se qe li ngan ta nua ken a ke ma si ta pa sa liw  

2. ku si pa gau ga va na ku pi cul a ku pai su ,u la su ki na le va ri Yi su  

Sa ma, sa su li nge de lan ta su qi na lan I ka ca u an 

3.ku ma li ta I ka ma ku da ku da sa ku le van ,u la su ki ni pa qe ne tan  

Yi su ,sa su ki se nai a nga ri ya te ma u va lit   

 

   事工報告--------------------------------------------------- 司會 

   頌    榮 ------------------排 248 首---------------------- 全體會眾 

上帝的榮耀 

A li ga na na qe ma ti pi cul nu a va vak 

Ki li vak ni Yisu sa ma ta ze nge ze nge raw a min 

   祝    禱 -------------------------------------------------- 主禮者 

    

   合照順序 ： 1.畢業生  2.長執同工  3.松年團契  4.主日學 

               5.婦女會團契  6.弟兄會團契 7.青年團契  8.青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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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暨週間聚會 07/17  

 

◆【月定奉獻：29,300元】 

高福德 6500潘鴛鴦 700陸菊芬 3000 

顏幸吉 700謝玉珠 3000陸玉蘭 2500 

潘麗珍 5500陳明哲 2400羅清雄 5000 

 

◆【感恩奉獻：7,100元】 

潘麗珍 1000胡金花 1000陳明光 300 

溫秋蘭 1000高福勝 1600鐘美花 500 

陳龍善 200羅清雄 1000馮阿春 500 
 

◆【少數民族奉獻：200元】 

陳玉枝 200 

 

◆【建設奉獻：500元】 

陳秋香 500 

 

◆【文字傳道奉獻主日：9,350元】 

胡月娥 200徐美蘭 500呂網市 100 

馮志峰 200潘春梅 200孫怡琳 200 

顏幸吉 100高純姿 300林志明 200 

潘鴛鴦 200蔡秋菊 200包辦照 100 

高美鶯 100林寶玉 100陸菊芬 200 

陳淑貞 1000謝玉珠 200林寶珠 100 

孫壹喬 200張謝桂蓮 100陳千愛 100 

陳美銀 200溫素雲 300溫秋蘭 200 

陳國輝 1000陸玉蘭 500郭悅芝 200 

李信花 200羅秀蘭 200主知名 16人 1950 
 

主日禮拜 人 數 奉 獻 

上 午 實體 115 
線上 43 3496元 

下 午 實體 36 
線上 22 1863元 

合計 216人 5359元 

 團 契 奉 獻 

團契 人數 奉獻 

松年團契   

兄弟團契 5人 300元 

婦女團契 25人 1000元 

青年團契 12人 545元 

少年團契 15人 260元 

兒童主日學 30人 340元 

 禱告會（07/20） 

實聚 44人 線上 24人 

總數：68人 /奉獻：3162元 

 家庭禮拜 (07/22)   

第一組 8 第六組 14 

第二組 14 第七組 14 

第三組 10 第八組 26 

第四組 17 第九組 14 

第五組 12 第十組 16 

合計：145人 

 晨更禮拜 (7/18-7/23) 

週一 週二 週四 週六 合計 

4 6 4 6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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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契 奉 獻】 

 

◆【松年團契奉獻】 

(會費)：潘駌鴦 100陳玉枝 100謝玉珠 200林志明 100蔡秋菊 100 

        白長榮 200馮文華 250陳美銀 200洪明光 100 

 

◆【弟兄團契奉獻】 

(會費)：羅清雄 500洪豪傑 500 

(感恩)：洪豪傑 500  

 

◆【婦女團契奉獻】 

(會費)：陳玉秀 100沈英惠 100徐虹霞 100陳虹妤 200楊曉寒 100    

(感恩)：胡月娥 200沈英惠 100徐虹霞 300陳虹妤 300 

(百分百):陳玉秀 100沈英惠 100蕭曉玲 100徐虹霞 100陳虹妤 200 

  

◆【青年團契奉獻】 

(感恩)：馮 恩 100吳翔宇 100主知名 600 

 

◆【少年團契奉獻】 

(感恩)：王冠伶 100韓雋 100主知名 200 

  

 ◆【兒童主日學奉獻】 

(感恩):張孝臣 100施  璽 100馮路加 100徐美蘭 200潘高鑫 100周珍玲 100 

       羅以勒 200王冠加 100羅晨晞 100張恩典 100陳春花 100林思語 50 

       柳吟妤 50吳芃蓉 50石聖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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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聖工分配 (7/31) 

主  禮 
上:孫子貴牧師 
下:孫子貴牧師 

獻  花 韓韡齡姐妹 

司  禮 洪玉金長老 線上直播 張馨怡同學 

會前禱告 洪玉金長老 播   放 張佩婷同學 

讀  經 
族語:洪隽儀同學  
華語:王主香姐妹 

音   控 陸維恆弟兄 

招待/防疫 第二組長執會 

司  獻 
洪明光執事 
張惠屏執事 

消毐內外 

噴劑 
執事：洪明光 林文傑 唐進雄 

報  告 洪明光執事 
消毐內外 
擦拭 

執事：苑美蓮 張惠屏 
      徐曉蘭 

司  琴 陸維運弟兄 
量測體溫/噴

酒精 
長老：包春娘 陳淑芬 
      徐美蘭 林梅花 

敬拜讚美美 少年團契 
發週報 

長老：簡惠美 楊明雄 
陸菊芬 胡青娥 陸玉蘭 

獻   詩 長執會 

 祈 禱 會（7/27） 

主禮 / 司禮：第七家庭小組  / 司琴：馮  恩姐妹 

 家庭禮拜分配 (7/29)   

組 別 主禮者 司會者 聚會家庭 

第一組 洪玉金長老 洪豪傑會長 石明蛉姐妹 

第二組 

家庭祭壇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9 
 

 

 

 

 

 

 

 晨更禮拜分配 （7/25-7/30） 

聚會 主禮者 代禱家庭 代禱事項 研究經文 

週一 洪明光執事 石育芳姐妹 國家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二 張惠屏執事 王葉妹姐妹 社區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四 林寶玉執事 陸天賜弟兄 教會 新眼光讀經手冊 

週六 苑美蓮執事 陸蘭芳姐妹 牧者 新眼光讀經手冊 

 團契週間事工分配 （7/25-7/30） 

時 間 團契名稱 主  理  聚會內容 

週三 20時整 兒童主日學 陸主香老師 練唱父親節詩歌 

週六 21時整 教會詩班   

週六 18時整 少年團契 陳羽柔同學 分享禱告會 

 團契主日事工分配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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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興執事 探訪 

週日 11時整 婦女團契 陸主香會長 7/28(四)禱告會 

週日 11時整 青年團契 温伊婷會長 父親節詩歌練唱 

 兒童主日學事工分配 (7/31) 
合班 司會 司琴 測量體溫 實聯制登錄 

陸惠美長老 徐喬亞老師 江安琪老師 戴馨怡老師 胡意玲老師 

每週金句：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詩篇 103 篇: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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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及代禱事項】 

1. 今天為本會 2022年度感恩節暨信仰成長禮，讓我們一起預備心，來獻上感謝的

祭，感謝上帝賜予們我一年豐收的祝福，也求神帶領所有的畢業生，使我們的孩

子們一生都在耶和華的殿中。 

2. 7/31(日)下午辦理研經課程【新約聖經導讀與研究-四福音書的探究】，歡迎弟兄姐

妹們踴躍參與。 

3. 7/31（日）為孫壹喬傳道師就職日，為傳道師及當天服事同工代禱，求神賜福孫傳

道師未來服事的道路，在往後教會和宣教的事工裡成為祝福。 

4. 8/30-31（二、三）第 58屆排灣中會第二次會議於本會舉行，求神帶領會議順利。 

5. 9/4（日）本教會舉辦長職訓練研習，時間：下午 2:00-4:30，邀請文樂長老教會竹

嫵‧法之山牧師蒞臨教導，分享上帝的話語，求神使用牧師大大造就所有的同工，

使我們的服事重新得力。 

6. 排灣中會青年事工部 7/29-31舉辦青年大會，地點:神山山莊，對象:高中職、大

專學院校學青、40歲以下社會青年，歡迎青年、青少年踴躍跟團契會長報名。 

7. 8/06(六)為古華教會陳恩惠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請為當天禮拜順利

和同工服事持續關心代禱。 

8. 總會教育委員會於 8/22-23日辦理【生命教育種籽講師培訓營】，地點:榮光女中-

文翠樓，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姐妹跟幹事報名。 

9. 請為身體欠安和靈命軟弱的弟兄姐妹持續禱告。；居家休養：顏幸吉師母、陳淑芬

執事、羅櫻花執事、王葉妹姐妹、沈金菊姊妹、林明玉姊妹、蔡金煌英姊妹。 

10. 7/31（日）晚上 10點前請提供父親年輕時的照片傳給幹事或青、青少年會長，以

供父親節事工使用，求主賜福帶領事工順利。 

11. 教會獎學金 8/1開始收件，請要申請學生及家長注意，申請獎學金需檢附的文件如

下： 

1.申請書一份(向教會幹事索取) 

2.上、下學期成績單影印本各一份(應屆畢業生可憑前學年成績申請) 

3.競賽類別則需附上獎狀或獎牌及領獎照片一張，需註明個人、團體、縣賽獲全

國賽。 

申請日期：八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請於公告時間內申請,逾時不受理。頒獎時

間：每年聖誕節。 

12. 社區報告，8/13、14、15(瑪家鄉收穫祭)，8/20、21(三和社區收穫祭)，求神帶領

活動順利平安。 

13. 8/26-27（五、六）舉辦兒童主日學夏令營，地點：扇平山莊，報名費：100元，求

主賜福活動順利，一切全然交託給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