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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因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所以我心中歡樂， 

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耶和華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賜福給你的產業， 

牧養他們，扶持他們，直到永遠。 

        －－詩篇 28 篇 6-9 節 

下主日聚會 
(3/21) 

＊08：00－09：00  第一場禮拜（台語） 

－7 樓禮拜堂 
＊08：00－09：30  手鐘團練習－402 教室 

＊10：30－11：50  第二場禮拜（台語） 

－7 樓禮拜堂 

＊11：00－12：00  第三場禮拜（華語） 

－5 樓小禮拜堂 

＊13：00－15：00  亞薩詩班練習 

－403 教室 

＊14：00－15：30  聖歌隊聲樂造就訓練 

－402 教室 

＊14：00－16：00  兩塊錢敬拜團練習 

－5 樓小禮拜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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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 小會公告 

選任委由楊騰祥長老擔任教育委員會新任主

委，黃文聰長老擔任牧養關懷委員會新任主

委，願主賜福教育委員會及牧養關懷委員會

新年度的事工運作順利。 

＊ 全教會敬老會今日 3/14 舉行 

今年度全教會「敬老會」訂今日（3 月 14 日）

第 2 場禮拜後在地下一樓舉行，由夫婦團契

主辦，邀請 65 歲以上之年長兄姊參加（主後

1956 年以前出生，名單詳如週報第 8-9 頁）。 

● 會中將特別為年滿 65 歲以上之兄姊準備一

份禮物；年滿 80 歲以上之陪餐會員加贈敬

老禮金。 

＊ 3/20「新眼光讀經手冊」使用分享會 

3 月 20 日（拜六）上午 9：30～10：30 將於

604 教室舉辦「新眼光讀經手冊」使用分享

會，由牧師主理示範如何使用家庭小組新讀

經教材及方法，邀請各小組之正╱副組長及

同工們踴躍參加。 

＊ 下主日 3/21 家庭小組出發餐會 

今年度「家庭小組出發餐會」訂 3 月 21 日（

下主日）第 2、3 場禮拜後舉行，會中有交誼

認識及安排小組聚會。請全體兄姊參加。 

● 當天禮拜座位請依小組分區入座，座位圖

如週報第 3 頁。 

＊ 長執台語養成班 3/27 開課 

時間：3/27、4/3、4/10、4/17（拜六） 

上午 10：00～11：00 於 604 教室 

對象：有需求之新任長執 

內容：台語聖經、啟應文、週報之朗讀培訓 

講師：張主藤牧師、潘茂展長老 

林志能長老 

報名：請至櫃台報名 

主辦：禮典聖樂委員會 

＊ 棕樹主日 3/28 主耶穌受難週開始 

3 月 28 日（主日）為「棕樹主日」，也是受

難週的開始。在受難週中，請全體兄姊注意

避免喜慶宴會、旅遊、娛樂…，讓我們安靜

靈修，與主同走苦路。 

＊ 請參加 3/29-4/2 受難週祈禱會 

及最後晚餐聖餐禮拜 

受難週祈禱會： 

3/29～31 及 4/2（拜一～拜三及拜五） 

晚上 7：30～8：10 在五樓小禮拜堂 

最後晚餐聖餐禮拜： 

4/1（拜四）晚上 7：30 在七樓禮拜堂 

請踴躍參加，同心記念主的受難與犧牲。 

＊ 4/4 復活節主日舉行讚美禮拜 

今年度復活節為 4 月 4 日，將舉行讚美禮拜。 

＊ 4/4 舉行今年度第二次聖禮典 

今年度第 2 次聖禮典訂 4 月 4 日（主日）舉

行，有意接受洗禮、堅信禮進入教會者，請

在 3 月 14 日（今日）前與張牧師聯絡，以便

安排學道班上課。 

＊ 4/4 清明追思主日 

4 月 4 日為「清明追思主日」，將在第二場禮

拜中追思本教會會友及會友的直系親屬。 

● 今年第 1 次要追思者，請遺族提供親人的

照片、出生和安息日期，於 3 月 21 日（主

日）前送交教會辦公室。 

● 追思三年後，如係下列原因之一者，即不

再列入：① 故人生前非本教會會友。 

② 故人遺族已不在本教會。 

③ 故人遺族要求不再列入。 

＊ 4 月份起停止 4 樓禮拜直播 

為鼓勵兄姊主日同心敬拜，4 月 4 日起將停

止 4 樓的禮拜直播系統。請兄姊至 7、8 樓禮

拜堂一起參與主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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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會敬老會－地下一樓 12：00 
 
 

 
家庭小組出發禮拜座位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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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壽星 
柯立宇 陳辰美 顏淑涓 

張慎如 黃美玉 林徹人 

柯恩生 王子維 

上主日新朋友介紹 
1. 王韻琪姊妹－陳正盛長老的鄰居 

 

幼兒級 

主日學 

兒童級主日學 

403+404+405+406 

教室 

少年團契 

聖歌隊練習 
9：40～10：10 

兩塊錢 

敬拜團 

練習 

14：00～16：00 

聖歌隊 

練習 

12：00～13：30 

敬拜團 

練習 

10：00～11：00 

手鐘團 

練習 

08：00～09：00 

敬拜團 

內訓課程 

12：30～14：00 

亞薩詩班 

練習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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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聚會 

日期 時間 聚會名稱 地點 

拜一 

（15日） 

下午 

1：30 
＊婦女詩班練習 5 樓禮拜堂 

拜二 

（16日） 

上午 

9：30 
＊婦女團契聚會 地下一樓 

拜五 

（19日） 

下午 

2：20 
＊松年詩班練習 7 樓禮拜堂 

晚間 

7：00 

＊和撒那敬拜團 
    練習 

5 樓禮拜堂 

晚間 

8：00 
＊福音隊練習 403 教室 

拜六 

（20日） 

上午 

9：30 

＊新眼光讀經手冊 

  使用分享會 604 教室 

晚間 

7：00 
＊青年團契聚會 403 教室 

二.四.六 

（16.18.20） 

上午 

7：40 
＊社區讚美操 教會頂樓 

星中職場事工部消息 
適逢中會設立七十週年，職場事工部、婚姻部、

大傳部與北中大傳部共同舉辦三場名人系列

講座。 

 3/26【愛在三月天】－洪英正教授 

首場 3/26（五）晚上 7：20～9：30 於和

平長老教會，邀請洪英正教授（GOOD 

TV 家庭關懷中心主任）主講專題【愛在

三月天】－社青在愛與性中之權利與責

任，屬靈與世界兩者間的掙扎與出路。 

邀請對象：職場青年 

參加費用：完全免費 

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 報名 

活動現場也將透過直播和後續網路上收看，

請掃描以下 QR-CODE 觀看。 

 

 

 
 

獎學金申請受理 
＊ 各項獎學金開始受理申請 

本教會本學期共有 5 項獎學金，即日起開始

受理申請。 

（1）大安教會獎學金 

（2）張榮宗、陳碧鳳長老伉儷紀念獎學金 

（本學期只頒發本宗神學院本科） 

（3）林孟義、陳淑屏伉儷紀念獎學金 

（4）井上伊之助紀念助學金 

（頒給玉山神學院原住民學生） 

（5）劉炎輝弟兄紀念獎學金 

（頒給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班學生） 

 申請書放在一樓的傳單箱，請自行拿取，

並請於 3 月 28 日（主日）前投入「獎學金

申請表收集箱」，逾期無法受理。 

 

● 大安教會獎學金： 

獎勵經常參與本會聚會之國中、高中（職）、

大學或研究所學生。凡操行 80 分以上，體

育 70 分以上，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各科

均及格），但高中為 70 分以上或該班前 5

名，均可提出申請。 

● 林孟義、陳淑屏伉儷紀念獎學金： 

獎勵主日學或青少年團契出席優良的國中、

高中（職）學生。 

下主日  第 1、2 場禮拜（台語） 

題目：神所使用的人 

經文：馬太福音 5 章 13-15 節 

 

第 3 場禮拜（華語） 

題目：十字架的重量 

經文：馬可福音 8 章 34-3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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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報告 

少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司 會 司 琴 

3 14 聖經課程 宜雯 陳陞 

3 21 特別 
宜雯 

曾晴 
睿傑 

3 28 聖經課程 曾晴 睿傑 

青年團契 
聚會內容： 
  

月 日 主題 主領 司會 

3 20 專題 文瑜 政洋 

3 27 總複習 曾理 晰予 

夫婦團契 

1.今日禮拜後，在地下一樓舉辦全教會敬老會。 

2. 夫婦／松年／松大合辦花蓮二日遊 

日期：4 月 20～21 日（二～三） 

第一天－4/20（二） 

崇德瑩農場＞布洛灣山月吊橋＞燕子口九曲

洞＞花蓮文創園區＞宿市區商旅 

第二天－4/21（三） 

知卡宣公園＞壽豐雲山水＞立川漁場＞新城

百年天主堂＞清水斷崖＞南澳海鮮 

費用：夫婦／松年／松大契友：2,800 元/人 

會友：3,000 元╱人 

報名：因山月吊橋需實名制登錄，若有要參加

者請在 3 月 28 日前，在櫃枱完成登記，

名額計 42 人。 

繳費：請在 4 月 11 日（日）前 

繳費給各團契會計 

夫婦團契－楊志仁執事 

松年團契－蔡春枝姊妹 

松年大學－許瑜芳幹事 

 婦女團契 

1. 婦女團契 3/9（二）在張牧師的勉勵中，開

始今年的聚會！玥貞姊帶領一群姊妹出來

服事、安排的聚會，除了靈命增長的講座、

也有生活智慧的分享、期許婦女團契成為有

溫度的地方、也是大安教會服事的後盾。 

每週二上午9：30～11：00在教會地下一樓，

活動多元性活潑性，讓我們年輕有活力，歡

迎姊妹並帶妳的朋友參與。 

 

 

 

 

 

 

 

 

2. 3/16（二）邀請式妝姊、于琳姊來分享生活

小品及見證，聽聽她們的生命歷程故事，看

見上帝奇妙作為彰顯在她們身上！另有詩

歌歡唱、帶動唱！ 

3. 4/6（二）特別邀請永光長老教會潘純冕牧師

「禱告的訓練－喜樂的婦女」，讓大家愛上

禱告愛上親近神！要領簡單易學，讓每個人

都能開口向神來說話禱告沒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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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工活動： 

月 日 事工 司會 

3 16 

生活小品分享 ：戴式
妝姊妹、沈于琳姊妹見
證 

戴式妝 

3 23 牧師時間：張主藤牧師 呂安惠 

3 30 

清明節春捲製作－主
婦聯盟教材專業林佳
蓉老師，為充分準備材
料，請先向黎滿姊及玥
貞姊報名。 

劉黎滿 

4 6 

RPG（Revival Prayer 
Group）禱告的訓練－
喜樂的婦女：永光長
老教會潘純冕牧師 

劉慧恩 

4 13 

七星中會東小區信仰
生活營－你很美麗 
插畫家黃巧馨老師 

濟南 
教會 

4 20 
一起來舞出歡樂人生
－專業舞蹈老師 

林素清 

松年團契 

1. 3/24（三）與松大合辦『猴硐半日遊』，請

自行使用悠遊卡或買票搭乘台鐵台北車站

9：24 或松山車站 9：31 發車的 4162 北上

區間車，原則上盡量搭第 5 車廂，或於 10：

30 在猴硐車站的出口會合。 

沿基隆河上游遊覽： 

整煤場＞願景館＞運煤橋＞猴硐神社＞猴

硐坑（可搭礦坑車，自由參加）＞復興橋＞

地質生態館＞礦工紀念館（有導覽）＞礦

工文史館＞午餐（團契招待切仔麵）＞貓

橋＞貓村＞猴硐車站。 

預定搭 13：43 或 14：14 的區間車回台北。

同時舉辦攝影比賽。 

聯絡：陳力逢（0910-219-119） 

      魯瑞娟（0939-700-001） 

2. 4/20～21 本團契與夫婦團契、松大合辦花

蓮 2 天 1 夜春季旅遊，詳細行程請參考夫

婦團契的週報，團費每人 2,800 元，歡迎向

蔡春枝姊報名。 

3. 每月第 2 個週三聚會，時間：上午 10：00

～12：00；地點：五樓小禮拜堂；第 4 個

週三與松大舉辦活動。 

月 日 事工 負責同工 

3 24 
瑞芳猴硐半日遊（同時
舉辦攝影比賽） 

陳力逢 
魯瑞娟 

4 14 

聚會（詩歌、生活新知：
腎結石、生活見證：張
玉梅；聖經分享：腓立

比 2、慶生）、共餐、探
訪張玉梅契友（自由參
加） 

魯瑞娟 

曾翠蓉 

4 
20 
| 

21 
花蓮 2 日遊 

蔡春枝 

蔡敬民 

5 12 

聚會（詩歌、生活新知：
膽結石、生活見證；聖
經分享：腓立比 3、慶
生）、共餐、探訪郭彩
薪契友（自由參加） 

魯瑞娟 
曾翠蓉 

詩班報告 
聖歌隊 

一、行事曆： 

1. 3/14（日）主日禮拜：耶穌全贖回 

                     （聖詩節慶 5） 

2. 3/21（日）主日禮拜：在清早有快樂 

                     （來頌讚主 4） 

3. 3/28（日）主日禮拜：我心讚美上帝 

                     （聖詩節慶 5） 

二、報告事項： 

1. 3/21（日）起，將於每週日下午 2：00 進行

「聲樂造就訓練」，想參加的隊員仍舊可以

報名參加。 

2. 3/27（六）下午 3：00～5：00 將於 5 樓小

禮拜堂，進行復活節獻詩彩排。 

3. 3/27（六）彩排後，將舉辦「一家一菜」的

聯誼聚餐，請隊員至記事本留言要預備的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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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詩班 
1. 練唱時間：每週五下午 2：20～4：20 於七

樓禮拜堂。誠摯邀請兄姊們加入松年詩班，

用詩歌讚美上帝 

2. 2021 詩歌選集已完成印製 

3. 3/28（日）主日獻詩，曲目：萬事在天。 

手鐘團 

1. 例行練習：每週主日上午 8：00〜9：30 於

402 教室。 

2. 獻奏：逢第五主日及平安夜燭光禮拜固定獻

奏。偶有喜喪或團契邀約會另外加獻。 

3. 4/4（日）配搭聖歌隊於復活節獻最後一首：

〈賀祂為王〉 

4. 與聖歌隊配搭時程安排如下： 

3/14（日）09：00 與潔明搭配 

3/21（日）12：00 與聖歌隊搭配 

3/27（六）15：00 彩排 

3/28（日）12：00 與聖歌隊搭配 

4/03（六）15：00 總彩排 

4/04（日）復活節獻奏 

男聲／亞薩詩班 

1. 三月份練唱日期及時間如下： 

3/14（日）下午 2：00～4：00 七樓禮拜堂 

3/21、3/28（日）下午 1：00～3：00 於 403

教室／七樓禮拜堂。 

2. 3/14 主日獻詩，曲目：主禱文；中午敬老會

獻詩，曲目：願主賜福保護你。 

3. 3/17（三）晚上 7：00 於七樓禮拜堂，由鄔

政宇長老為詩班錄製「成全於聖徒」詩歌，

此影片將代表臺灣送至世界華人聖樂促進

總會，於今年的復活節向全世界華人聖樂促

進會發表。請各位兄姊為此籌備事工代禱、

奉獻，望能藉此影片的發表，來吸引更多的

人走進教會。 

4. 4/1（四）晚上 7：30 最後晚餐聖餐禮拜獻

詩，曲目：成全於信徒，請團員預留時間。 

 

婦女詩班 
1. 練歌時間：每週一下午 1：30～3：20 於 5F

練歌，誠摯的邀請姊妹們參與詩歌服事。 

2. 三月份練歌日期：3/15、3/22、3/29 

3. 3/21（日）主日獻詩 

曲目：至好朋友就是耶穌 

4. 4/01（四）耶穌受難聖餐禮拜獻詩 

曲目：紀念我 

敬拜團 

 活動 靈修&會議 內訓課程 

3 月 － － 
3/14  

器材及音控 
操作實務 

4 月 

4/4 

復活節詩歌 
快閃

（1hr） 

4/18 

靈修分享會 

4/11、4/25  
主領歌唱 
技巧教學 

5 月 

5/16 

外教會 
敬拜團交流 

－ 

5/2、5/23 

敬拜技巧實
務（和撒那
敬拜團） 

6 月   

6/6、6/20

敬拜技巧實
務（兩塊錢
敬拜團） 

內訓課程暫定講師： 

1. 器材及音控操作實務： 

3/14 王亭云姊 

2. Vocal：4/11、4/25 鄭雅云姊 

3. 敬拜技巧實務（和撒那敬拜團） 

5/2、5/23 吳振宇哥 

社區讚美操 
1. 今日第一場主日禮拜，讚美：耶和華是我的

牧者。 

2. 3/9（二）慶祝國際婦女節，於遠東飯店享用

下午茶，共 16 位姊妹參與。 

3. 歡迎每周二、四、六早晨 7：40～8：40，在

教會頂樓一起跳讚美操，鍛鍊我們的身、心、

靈。 

 

 

 

  

 

 
 

 



大安週報  

大安週報 

 

敬老名單－滿 65 歲陪餐會員 
民國 45 年（1956 年）以前出生者（敬稱省略） 

夫  婦 
 
張金樹 （12 年生，98 歲）-  楊貞子 （15 年生，95 歲） 

蘇東玖 （14 年生，96 歲）-  陳秀娥 （19 年生，91 歲） 

周神通 （14 年生，96 歲）-  楊玉環 （18 年生，92 歲） 

李榮湶 （16 年生，94 歲）-  王惠子 （20 年生，90 歲） 

連聰源 （20 年生，90 歲）-  高春紫 （27 年生，83 歲） 

林雲添 （20 年生，90 歲）-  康佩芬 （21 年生，89 歲） 

溫耀宗 （20 年生，90 歲）-  劉素珍 （21 年生，89 歲） 

張統星 （21 年生，89 歲）-  陳玉彩 （26 年生，84 歲） 

鄭炳麟 （23 年生，87 歲）-  楊春美 （27 年生，83 歲） 

葉其勇 （23 年生，87 歲）-  陳富娘 （28 年生，82 歲） 

柯從心 （24 年生，86 歲）-  陳素燕 （41 年生，69 歲） 

翁南山 （24 年生，86 歲）-  凃英惠 （31 年生，79 歲） 

鄔宗明 （25 年生，85 歲）-  蔡寶石 （27 年生，83 歲） 

王慕義 （26 年生，84 歲）-  劉月桂 （26 年生，84 歲） 

陳信堅 （26 年生，84 歲）-  康美麗 （31 年生，79 歲） 

劉煥章 （26 年生，84 歲）-  陳文蓁 （38 年生，72 歲） 

呂守義 （27 年生，83 歲）-  謝秀鳳 （34 年生，76 歲） 

洪振輝 （27 年生，83 歲）-  陳秀富 （32 年生，78 歲） 

鄭松本 （27 年生，83 歲）-  陳香禛 （41 年生，69 歲） 

楊火成 （28 年生，82 歲）-  張月英 （27 年生，83 歲） 

黃清吉 （28 年生，82 歲）-  蔡春枝 （33 年生，77 歲） 

黃保國 （28 年生，82 歲）-  陳越美 （27 年生，83 歲） 

呂智弘 （29 年生，81 歲）-  江麗珠 （32 年生，78 歲） 

張聰哲 （29 年生，81 歲）-  蔡春江 （32 年生，78 歲） 

劉忠彥 （29 年生，81 歲）-  陳久美 （34 年生，76 歲） 

紀純良 （30 年生，80 歲）-  蔡麗雲 （32 年生，78 歲） 

干文進 （30 年生，80 歲）-  陳美蓉 （37 年生，73 歲） 

黃清治 （30 年生，80 歲）-  潘麗花 （31 年生，79 歲） 

李 昇 （31 年生，79 歲）-  徐秀雲 （34 年生，76 歲） 

潘俊榮 （31 年生，79 歲）-  李貴美 （38 年生，72 歲） 

羅聯昇 （32 年生，78 歲）-  莊錦燕 （39 年生，71 歲） 

陳正盛 （32 年生，78 歲）-  陳淑慈 （32 年生，78 歲） 

柯慶煌 （32 年生，78 歲）-  尤華榛 （43 年生，67 歲） 

林幸平 （32 年生，78 歲）- 曾翠容 （35 年生，75 歲） 

劉憲原 （34 年生，76 歲）-  李富江 （34 年生，76 歲） 

林彰忠 （34 年生，76 歲）-  林照麗 （39 年生，71 歲） 

鄭國珍 （34 年生，76 歲）-  施清珍 （39 年生，71 歲） 

林慶榮 （35 年生，75 歲）-  陳英淑 （35 年生，75 歲） 

陳國安 （35 年生，75 歲）-  陳碎華 （40 年生，70 歲） 

蕭宗堯 （36 年生，74 歲）-  鄭阿甜 （39 年生，71 歲） 

張宗達 （37 年生，73 歲）-  葉麗華 （36 年生，74 歲） 

許勝陽 （38 年生，72 歲）-  周美華 （39 年生，71 歲） 

蔡森源 （38 年生，72 歲）-  邱惠珠 （39 年生，71 歲） 

楊國璋 （38 年生，72 歲）-  黃春梅 （42 年生，68 歲） 

陳明清 （38 年生，72 歲）-  藍美里 （39 年生，71 歲） 

曾忠輝 （38 年生，72 歲）-  周惠唲 （42 年生，68 歲） 

吳聰成 （38 年生，72 歲）-  呂安惠 （44 年生，66 歲） 

邱文達 （39 年生，71 歲）-  康文娟 （42 年生，68 歲） 

楊正久 （39 年生，71 歲）-  卓豐淑 （40 年生，70 歲） 

許明哲 （39 年生，71 歲）-  林英英 （43 年生，67 歲） 

林志能 （40 年生，70 歲）- 楊玥貞 （45 年生，65 歲） 

藍偉誠 （41 年生，69 歲）-  張莉泰 （42 年生，68 歲） 

溫宏信 （41 年生，69 歲）- 林素清 （45 年生，65 歲） 

陳力逢 （41 年生，69 歲）-  許月鄉 （42 年生，68 歲） 

陳永修 （43 年生，67 歲）-  林恕至 （39 年生，71 歲） 

洪溫祝 （44 年生，66 歲）-  許靜那 （44 年生，66 歲） 

林火龍 （44 年生，66 歲）-  廖鳳儀 （43 年生，67 歲） 

    

    

    

    

鄭進治 （11 年生，99 歲）   

蔡盧錫金 （13 年生，97 歲）   

張婉瑟 （14 年生，96 歲）  
 
 李瓊雲 （14 年生，96 歲） 

  
李玉皮 （16 年生，94 歲）   

李玉英 （17 年生，93 歲）   

陳金葉 （17 年生，93 歲） 

洪謝瓊 （18 年生，92 歲） 

容妙霞 （18 年生，92 歲） 

謝靜意 （18 年生，92 歲） 

張陳研 （18 年生，92 歲） 

莊 雪 （19 年生，91 歲） 

陳玉遵 （19 年生，91 歲） 

黃淑姬 （19 年生，91 歲） 

陳素琴 （19 年生，91 歲） 

邱美玉 （19 年生，91 歲） 

劉欣欣 （19 年生，91 歲） 

李曾續 （20 年生，90 歲） 

黃碧月 （21 年生，89 歲） 

柯朱切 （21 年生，89 歲） 

張玉雲 （22 年生，88 歲） 

蔣淑卿 （22 年生，88 歲） 

周素絹 （23 年生，87 歲） 

陳淑媛 （24 年生，86 歲） 

郭采薪 （24 年生，86 歲） 

紀麗美 （24 年生，86 歲） 

劉桂香 （25 年生，85 歲） 

葉淑芬 （25 年生，85 歲） 

賴西美 （25 年生，85 歲） 

李妙雲 （25 年生，85 歲） 

洪秀蓮 （26 年生，84 歲） 

劉念穎 （27 年生，83 歲） 

張靜慧 （27 年生，83 歲） 

王彩丹 （28 年生，82 歲） 

林慈惠 （28 年生，82 歲） 

張惠美 （28 年生，82 歲） 

洪祉餘 （28 年生，82 歲） 

陳素禎 （29 年生，81 歲） 

陳辰美 （29 年生，81 歲） 

吳 滿 （30 年生，80 歲） 

曾錦鳳 （30 年生，80 歲） 

張郁女 （30 年生，80 歲） 

黃敏惠 （31 年生，79 歲） 

黃西香 （31 年生，79 歲） 

李美惠 （31 年生，79 歲） 

王美英 （31 年生，79 歲） 

李初枝 （31 年生，79 歲） 

陳信枝 （31 年生，79 歲） 

張靜雲 （31 年生，79 歲） 

趙春美 （32 年生，78 歲） 

王淑珍 （32 年生，78 歲） 

楊美智 （32 年生，78 歲） 

柯惠瓊 （33 年生，77 歲） 

蔡文理 （33 年生，77 歲） 

鄭玉梅 （33 年生，77 歲） 

張淑琴 （33 年生，77 歲） 

陳麗玉 （33 年生，77 歲） 

方淑美 （34 年生，76 歲） 

陳淑惠 （34 年生，76 歲） 

陳敏卿 （35 年生，75 歲） 

陳理珠 （35 年生，75 歲） 

黃玉枝 （35 年生，75 歲） 

吳瑞林 （35 年生，75 歲） 

周美花 （35 年生，75 歲） 

龍月霞 （36 年生，74 歲） 

張玉梅 （36 年生，74 歲） 

蔡孟穎 （36 年生，74 歲） 

李秀娥 （36 年生，74 歲） 

陳碧鑾 （36 年生，74 歲） 

陳慧津 （36 年生，74 歲） 

賴秋月 （37 年生，73 歲） 

黃美金 （37 年生，73 歲） 

賴秀絨 （38 年生，72 歲） 

張錦秀 （38 年生，72 歲） 

蘇純美 （38 年生，72 歲） 

陳婉華 （38 年生，72 歲） 

林寶蘭 （38 年生，72 歲） 

張美桂 （38 年生，72 歲） 

姜麗珠 （38 年生，72 歲） 

溫秀玉 （39 年生，71 歲） 

金素嫈 （39 年生，71 歲） 

鄭明華 （39 年生，71 歲） 

郭淑娥 （39 年生，71 歲） 

施纓珍 （39 年生，71 歲） 

李芳娟 （39 年生，71 歲） 

陳麗枝 （40 年生，70 歲） 

曾惠娟 （40 年生，70 歲） 

藍雀霧 （40 年生，70 歲） 

劉姵希 （40 年生，70 歲） 

王瑩玉 （40 年生，70 歲） 

潘真理 （40 年生，70 歲） 

李美雲 （40 年生，70 歲） 

顏淑涓 （40 年生，70 歲） 

黃麗琴 （40 年生，70 歲） 

張燕集 （41 年生，69 歲） 

游素珀 （41 年生，69 歲） 

林庭瑋 （41 年生，69 歲） 

張瓊方 （41 年生，69 歲） 

洪秋色 （41 年生，69 歲） 

鄭明華 （41 年生，69 歲） 

陳如玉 （41 年生，69 歲） 

黃志淑 （42 年生，68 歲） 

蔡佳錦 （42 年生，68 歲） 

李賽英 （42 年生，68 歲） 

胡愛群 （42 年生，68 歲） 

林素真 （42 年生，68 歲） 

姜俊萍 （42 年生，68 歲） 

施奇妙 （43 年生，67 歲） 

洪淑娟 （44 年生，66 歲） 

蔡保華 （44 年生，66 歲） 

鄧素杏 （44 年生，66 歲） 

劉黎滿 （44 年生，66 歲） 

簡綉琴 （44 年生，66 歲） 

郭瓊英 （44 年生，66 歲） 

劉佩華 （44 年生，66 歲） 

王美月 （44 年生，66 歲） 

蔡麗珍 （44 年生，66 歲） 

胡寶鳳 （44 年生，66 歲） 

陳碧仁 （44 年生，66 歲） 

陳雅媚 （45 年生，65 歲） 

林惠敏 （45 年生，65 歲） 

莊麗鐘 （45 年生，65 歲） 

  

  
 

姊妹 



大安週報  

 

滿 65 歲陪餐會員 
 

 

陳飛熊 （19 年生，91 歲） 張俊基 （36 年生，74 歲） 

張松柏 （22 年生，88 歲） 徐正義 （36 年生，74 歲） 

林鶴村 （22 年生，88 歲） 潘茂涼 （37 年生，73 歲） 

周勇雄 （22 年生，88 歲） 蔡維德 （38 年生，72 歲） 

陳錫雄 （22 年生，88 歲） 張中信 （38 年生，72 歲） 

呂錦輝 （23 年生，87 歲） 畢志弘 （39 年生，71 歲） 

趙昭斌 （23 年生，87 歲） 李英華 （40 年生，70 歲） 

簡維斌 （26 年生，84 歲） 吳燦坤 （40 年生，70 歲） 

陳文生 （26 年生，84 歲） 李明恭 （41 年生，69 歲） 

洪明宗 （31 年生，79 歲） 劉銘洲 （42 年生，68 歲） 

潘茂生 （31 年生，79 歲） 楊四猛 （43 年生，67 歲） 

葉和仁 （31 年生，79 歲） 黃俊朝 （43 年生，67 歲） 

林建清 （32 年生，78 歲） 陳世孟 （43 年生，67 歲） 

吳早勝 （32 年生，78 歲） 莊榮華 （44 年生，66 歲） 

張四川 （32 年生，78 歲） 邱哲星 （44 年生，66 歲） 

施並福 （34 年生，76 歲） 張景龍 （44 年生，66 歲） 

楊仲建 （34 年生，76 歲） 鄭仁宗 （45 年生，65 歲） 

蕭萬得 （35 年生，75 歲） 謝堅彰 （45 年生，65 歲） 

蔡敬民 （35 年生，75 歲）   

聚會出席  

主日禮拜 第 1 場（台） 

第 2 場（台） 

第 3 場（華） 

23 名 

225 名 

49 名 

3 月 7 日 

合計 297 名 

聖歌隊練詩 3/7（日）              35 名 

松年詩班練習. 3/5（五）            57 名 

亞薩詩班練習 3/6（六）            28 名 

手鐘團（3/7）                     10 名 

婦女詩班練習 3/8（一）            30 名 

七星中會婦女部公禱日（3/6）        2 名 

青年團契（3/6）                   16 名 

少年團契（3/7）                   20 名 

社青小組（3/7）                  . ..9 名 

婦女團契（3/9）                   40 名 

松年團契（3/10）                  28 名 

讚美操 3/06（六）                 15 名 

       3/09（二）                 13 名 

       3/11（四）                 13 名 

松年大學消息 
＊ 本週課程進度 

課程 講師 講題 

醫學 

保健 

蘇麗英 

郭淑玉 

1. 口腔的構造與功能 
2. 蛀牙及其對身體之影響 
3. 認識潔牙工具及貝氏刷

牙法 

健腦 

強身 
許格寧 

銀髮族相關衛教／肌力有
氧動滋動 

娛樂舞台／語言藝術／才藝美學 

＊ 3/24 猴硐半日遊 

3/24（三）與松契合辦『猴硐半日遊』，請自

行使用悠遊卡或買票搭乘台鐵台北車站 9：24

或松山車站 9：31 發車的 4162 北上區間車，

原則上盡量搭第 5 車廂，或於 10：30 在猴硐

車站的出口會合。沿基隆河上游遊覽：整煤場

＞願景館＞運煤橋＞猴硐神社＞猴硐坑（可搭

礦坑車，自由參加）＞復興橋＞地質生態館＞

礦工紀念館（有導覽）＞礦工文史館＞午餐（團

契招待切仔麵）＞貓橋＞貓村＞猴硐車站，預

定搭 13：43 或 14：14 的區間車回台北。 

聯絡：陳力逢（ 0910-219-119 ）、魯瑞娟

（0939-700-001）。同時舉辦攝影比賽。 

＊ 4/20-21 兩天一夜春季旅遊開始報名 

4/20（二） 

崇德瑩農場＞布洛灣山月吊橋＞燕子口九曲

洞＞花蓮文創園區＞宿市區商旅 

4/21（三） 

知卡宣公園＞壽豐雲山水＞立川漁場＞新城

百年天主堂＞清水斷崖＞南澳海鮮 

費用：夫婦／松年／松大契友：2,800 元/人 

其他：3,000 元/人，請在 4/11 前向許幹事完

成繳費。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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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禮拜 年 月 日 （ 第  週 ）  

第 1 場（台語）  8:00～ 9:00  

 講道：張主藤牧師 司會：林暐聰執事 

 奏 樂 （會眾默禱） ...........  徐佳音執事 

 宣 召 詩篇 24 篇 3-6 節  ....  司   會 

 

 

△聖 詩 第 146 首  .................  會   眾 

△祈 禱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啟 應 第 6 篇（詩篇 16）  .  司會╱會眾 

＋讚 美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讚 美 操 

 聖 經 約翰福音 2 章 13-17 節   司   會 

 講 道 「這是誰的聖殿」 ....  張主藤牧師 

 祈 禱  ...................................  張主藤牧師 

 △聖 詩 第 31 首  ......................  會   眾 

△公 禱 

 

 

＋獻  詩 ────────────── 

  獻 金 （呂宗學執事） .......  會   眾       

 

 

 

  金 句  詩篇 5 篇 7 節  .......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呂宗學執事 

   介紹 65 歲／80 歲以上之長者 張主藤牧師 

△祝福詩 第 398 首  .................  會   眾 

△祝 禱  ...................................  張主藤牧師 

 

 

  殿 樂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徐佳音執事 

 

第 2 場（台語）  10:30～ 11:50 
講道：張主藤牧師 司會：黃文聰長老 

（會眾默禱） .............................  潘潔明執事 

詩篇 24 篇 3-6 節  ......................  司   會 

 

 

第 146 首「救主出聲叫我」 .....  會   眾 

（主的祈禱文） .........................  司   會 

 

第 6 篇（詩篇 16）  ...................  司會╱會眾 

「耶穌全贖回」 ...........................  聖 歌 隊 

約翰福音 2 章 13-17 節  ............  司   會 

「這是誰的聖殿」 .......................  張主藤牧師 

 .....................................................  張主藤牧師 

第31 首「天父疼咱世間眾人」.. 會   眾 

       ...........................................  會   眾 

 

   

 「主禱文」  .............................  亞 薩 詩 班 

             .........  會   眾 

 

 

 

詩篇 5 篇 7 節  ...........................  會   眾 

（介紹交誼） .............................  楊志仁執事 

介紹 65 歲／80 歲以上之長者 ..  張主藤牧師 

第 398 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會   眾 

 .....................................................  張主藤牧師 

 

 

（安靜默禱，恭受差遣） ...................  潘潔明執事 

 

年 月 日 （ 第   週 ）  

音響燈光控制：楊騰祥執事、林書右兄弟 
輪值執事：（1）呂宗學執事  （2）楊志仁執事 

音響燈光：（1）胡慶祥弟兄  （2）主控－楊宏仁執事、副控－林暐聰執事、投影－王美淑姊妹 

 

 

 

（會眾唱和 4） 

 
（會眾唱和 1） 

292 首 

 

（會眾唱和 5） 

643 首 

 〔A1B1C1〕 〔A2B2C2〕   〔A3B3C3〕 

楊志仁  陳冠州   李恩仁 

〔A4B4C4〕  〔D1D2〕   〔D3D4〕      〔4F〕 

趙思姿  林暐聰 楊婷如  羅偉倫 

為「教會年長者兄姊的身心靈健康平安」代禱 

  

 

（會眾唱和 3） 

348 首 

 

 

（會眾唱和 2） 

63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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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禮拜  
第 3 場（華語）  

11：00～12：00  五樓禮拜堂 

主禮：蘇燕輝傳道      輪值：鄭仁柏執事 

敬拜讚美：兩塊錢敬拜團  

 

 序 樂  ..............................  兩塊錢敬拜團 

△詩 歌 這是奇妙恩典  ........  會   眾 

          榮耀和權能 

          所有的榮耀歸於祢 

△祈 禱  ..................................  主   禮 

 聖 經 彌迦書 6 章 6-8 節 ...  主   禮 

 講 道 「主要什麼？」 

           ..................................  主   禮 

 回應詩 祢的愛 ......................  會   眾 

△祈 禱  ..................................  主   禮 

  獻  金  司獻：曾冠文執事   會   眾 

 

  

  金 句 彌迦書 6 章 8 節  ....  會   眾 

 報 告 （介紹交誼） ..........  鄭仁柏執事 

△頌 榮 第 390 首 ..................  會   眾 

△祈 禱  ..................................  主   禮 

 

 

△殿 樂  ..............................  兩塊錢敬拜團 

簡報播放：兩塊錢敬拜團 

 

 關懷同工  

蔡純雅長老 黃潮益執事  

陳方正執事 曾冠文執事 鄭仁柏執事 

 

 

 

本週金句  
第一、二場 詩篇 5 篇 7 節 

【台】07 論到我，我欲憑你豐盛的慈愛入你

的厝；我欲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

殿來敬拜。 

【華】07 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

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

的聖殿下拜。 

第三場 彌迦書 6 章 8 節 

【台】08 人啊，伊曾指示你甚麼是好。耶和

華愛你甚麼？獨獨愛你行公義，心

存憐憫，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行。 

【華】0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上帝同行。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及全體長執代禱，求上帝賜屬靈的

智慧及服事能力，同心合意建造教會。 

2. 為主日學及各團契、詩班團隊的事奉，求上

帝保守，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3. 為年長兄姊代禱，求上帝賜福他們身、心、

靈平安、健康及喜樂。 

4. 為身體病痛的兄姊代禱，求聖靈同在，病痛

得著最好的醫治。 

你們在禱告中無論求什麼，只要信， 

就必得著。－馬太福音 21 章 22 節 

 

（會眾唱和 2） 阿們。阿們。阿們。 

（會眾唱和 1） 【所有全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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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全教會敬老會 

 暨 夫婦團契迎新會 

時間：3 月 14 日（主日）12：00～14：00     /// 承辦：夫 婦 團 契 

地點：本教會地下一樓 司會：柯崇仁執事 

聖 詩 第 184 首「上帝疼痛哪會赫大」  ·····················  會   眾 

1 上帝疼痛哪會赫大，歡喜施落互我！揀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及祂近倚。 

【複歌】因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倚靠，會得祂保守， 

會保守所交託祂的，會保守直到彼日。 

2 耶穌恩典哪會赫深，充滿佇我心內；因為對信聖經福音，心會平安自在。 

3 聖神感動哪會赫闊，互我深知過失；承受福音心受感化，性命換新正直。 

4 父子聖神三位一體，至聖至高至大；尊貴榮光永遠無替，謳咾祂名無息。 

祈 禱  ································································  司   會 

聖 經 詩篇 34 篇 11-16 節  ······································  司   會 

            11細子啊，恁著來聽我！我欲將敬畏耶和華的道理教示恁。 

             12甚麼人愛活命，欣慕歲壽，欲得著福氣， 

             13就著禁你的舌無講歹話，你的嘴唇無講奸詐的話。 

             14著離開歹行好，尋和平，來追趇伊。 

             15耶和華的目睭看義人；伊的耳孔聽𪜶的祈禱。 

             16耶和華的面向行歹的人，欲對世間除滅𪜶的名字。 

勉 勵 「一心追趕」 ··············································  張主藤牧師 

祝 歌 「願主賜福保護你」 ·····································  亞 薩 詩 班 

祝 禱  ····································································   張主藤牧師 

用 餐  ····································································   全 體 會 眾 

介 紹 －夫婦團契代表致贈禮物及禮金  ·····················  張主藤牧師 

1. 本教會 80 歲以上之陪餐會員（民國 30 年以前出生者） 

－  致贈禮金、禮物及拍照 

2. 本教會 65 歲以上之陪餐會員（民國 45 年以前出生者） 

－  致贈禮物及拍照 

（拍照：林耿模長老／鄔政宇長老）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 

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 

（箴言 16 章 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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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章  享受交託的喜樂

第１場 

前言 

    我們每一天的期待在哪裡？是親子的互動 

、有趣的新聞話題、新的訊息、精巧的科技產

品或是嶄新的知識？當然目前節期在春暖花開

時，我們期待能賞花踏青，有一個美好的午後

時光。還是期待能用雙手努力打拼，有一番事

業與作為？但常常過多的資訊與工作，讓我們

喘不過氣來，也因為親人同事的意見相左或作

法迥異而讓我們掛慮，透過使徒保羅在腓立比

書的勸勉，幫助我們看見真實的信仰交流與教

會兄姊和睦同工的美好，願意過信靠與交託上

主的生活。 

一、勝過憂慮的迷惘 

    許多時候我們會失去歡樂，甚至失去喜樂，

是因為我們認為用自己的雙手可以創造出自信

與歡樂，得到眾人的肯定和讚美；靠自己努力

的服事與投入，就能得到主的稱讚，但當事與

願違，在比較爭競中發現技不如人、身家迥異

或期待落空時，我們開始像隻刺蝟一般豎起刺

針防衛自己，也在有意無意下刺傷別人，落入

焦慮與憂慮的迷惘中，漸漸地歡樂只是虛假的

表象，投入教會服事想得到更多人的肯定，更

多神的垂憐，卻愈來愈不容易喜樂，陷入自怨

自艾中。 

    使徒保羅既在給教會的書信中，呼籲友阿

蝶和循都基兩位姊妹，要在主裡同心、彼此和

睦，可見她們彼此間的衝突早已檯面化了，是

眾所皆知的，這樣的爭執是教會相當大的危機。

儘管她們的不和睦已是事實，但保羅勸勉她們

仍得尋求和睦，且在主裡同心，並請忠實的同

工趕緊從旁來協助她們，因為她們過去在福音

工作上跟保羅、革利免以及其他人同勞苦過，

受主的鑒察；如果因為比較服事能力或意見相

左而在主裡不和睦，除了妨礙了傳揚福音，也

成了彼此攻訐的破口，這樣的教會容易在內憂

外患中風雨飄搖。 

    我們誤以為雙手萬能、誤以為服事必定喜

樂，這境況會讓人更加憂慮，甚至對自己與環

境絕望。事實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而憂傷

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保羅也多次勸勉在悲傷

患難中也要歡歡喜喜的，可見與喜樂相對的不

是悲傷，而是絕望，是毫無依靠與盼望。「我們

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

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帖前 4：13）因為我們

沒有連結到生命的盼望，就是賞賜能力與喜樂

的主，故人失去了依靠與盼望的源由，憂慮絕

望會像烏雲般掩蓋了平安喜樂。使徒保羅勸勉

我們要因為跟主連結而常常喜樂，因祂是喜樂

的源頭。 

二、領受交託真喜樂 

    主是葡萄樹，我們是葡萄枝，當我們連結

到主時，我們就有生命的流動，並且是豐豐富

富的喜樂生命。葡萄是顯出有生命流動的果實，

是生命閃亮的寶石，當我們在交託主中，亦是

享受這生命茁壯成熟的喜樂，不是從外面附加

的，而是從內部萌發彰顯的；不是揠苗助長的

自我催眠及短暫歡愉，而是穩固成長的盼望，

與從主來的平安喜樂。「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

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

被丟棄。」（林後 4：16-18）如同保羅說言，就

是勇敢交託並堅定面對受苦，並且不會輕易被

擊垮。 

    著名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曾說：「得

救靈魂的欣喜必要湧進榮耀的身體。」奧古斯

證道：張主藤牧師 

經文：腓立比書 

4 章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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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他以泉水湧流的狀況來比喻得救的欣喜，得

蒙救恩的基督徒應該比其他人更明白何謂屬天

的喜樂。喜樂或祝福對我們而言是禮物，我們

會感到害怕及擔憂，是因為緊握著喜樂和祝福

深怕失去，卻忘記仰望那位賞賜恩福的上主。

當我們謙讓虛己，舉起雙手把主權交還給主時，

我們不再是虛假的喜樂製造者，而是真實領受

喜樂的基督跟隨者。 

    使徒保羅提到一無掛慮而喜樂，這一無掛

慮的意義並非不思慮、不負責任的馬馬虎虎，

而是不憑藉著自己擔負重擔，學習交託主基督。

如同保羅會寫書信給腓立比教會帶來勸勉，也

是對教會兄姊信仰的境況有擔心煩惱不是嗎？

我們在世上難免遇到困難，可能透過經驗與期

望去判斷事物如何進行，但往往事情超乎可以

預料，於是成了錯誤的預期或是事與願違的狀

況，讓人陷入焦慮之中，因為我們沒有正確的

期望與依靠，以為自己可以擔負一切，這樣背

負的苦難會磨滅掉力量，讓人跌落。保羅把生

命的主權交託給主，但在苦難與困乏之中學習

信靠、交託並仰賴主，勇敢而不煩慮地繼續前

行，因為盼望在於我們的主承擔我們所難以擔

負的，賜下屬天的平安力量，祂與我們同在並

且帶領我們同行。 

三、基督裡的真平安 

    掛慮及煩惱讓人失去平靜與安穩，甚而步

向絕望的懸崖邊，但是保羅指出真實的平安之

處，平安是相信主掌管我們的生命。人的心思

意念常因環境與生活變動而起落，許多動盪也

常使我們失去信心，眼前的喜樂卻變成擔憂害

怕，因為內心沒有真實的平安，故祈求上主保

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如果只把焦點放在主賞賜

給我們的才能、子女、財物及產業中不斷翻尋

平安的蹤跡，靠自己找到的是吉光片羽，是如

同到賣場拿到推銷員所端出的試吃品，是一點

淺嚐，卻不完全也不飽足，因為這不是上主豐

盛的生命宴席。當我們把眼光從所擁有的產業

與祝福，轉向那發出溫暖光束的榮光上主，仰

望祂，透過禱告、祈求與感謝，我們將再次宣

告主掌權一切，身心靈能平衡在基督裡，祂是

我們可誠實交託與依靠的榮耀君王，是穩固平

安的賞賜者。 

    「應當一無掛慮」除了不為今世的事務過

度思慮煩擾，並且保羅勸導眾人思念與學習良

善的德行，勸勉腓立比信徒應積極思念關乎屬

靈品德的長進，所聽過並領受之真道應如何實

行的事。使徒保羅更具體地勸勉大家要留意那

些美善和值得稱讚的事，就是對於一切真實、

高尚、公正、純潔、可愛和光榮的事都應該重

視及學習，並且能夠實踐於生活中。當我們的

心思意念能連結到屬於上主美善之事、效法使

徒們信仰的模範之行，便自然能在屬靈的事上

進展並領受上主的真平安。 

結語 

    對每位基督徒而言，遵行主的道並守主的

誡命，主的喜樂是我們真實的盼望！弟兄姊妹

交託給主並過著公義聖潔的生活，以基督為喜

樂，這與屬世及短暫歡愉享樂的期望不同，可

能遭遇許多艱難與衝突，但卻也在其中經歷走

在上主盼望道路中的平安。保羅勸勉大家應思

念所領受的真道，而「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

你們同在」凡事透過禱告、祈求和感謝親近主，

就是交託的秘訣，這樣我們便擁有平安。顯然，

平安就是深信主滿有智慧地掌權在我們的生命

中，日夜無休。願我們仰望耶穌基督這位賜福

者，求祂除去攔阻我們得平安和喜樂之事，以

及錯誤不符合主心意的想望，我們都當在一切

的事上單單仰望、交託給主耶穌，享受萬事交

託在主手中的確信與喜樂，並且能在教會同心

來服事這位施恩的上主，領受喜樂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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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場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歡迎每個來到大安教

會的人，都能領受到福音隊所唱的福音、所傳

的福音，得享上主所賜的平安與喜樂！感謝主，

這是多年來累積的辛勞與服事，成就了許多感

動人的詩歌與福音，在醫院、在教會、在戶外

場地與各地方，他們所傳講的是主耶穌的愛，

所見證的歌曲是主豐盛的恩惠。 

    音樂沒有距離，詩歌撫慰人心，大安福音

隊的歌聲敬拜與讚美，數十年的服事，愈事奉

愈甘甜！當大家同心讚美主時，讓人能勝過憂

慮的迷惘，能夠依靠主站立得穩，即便每個人

有不同的性格與恩賜、不同的聲調與音高，在

服事的疲憊及意見的整合中，尋求一同敬拜的

共同異象，但都能因為指揮的調度合宜，統整

而得到協合。使徒保羅勸勉同工要在主內同心，

每個人難免會有憂慮失望、意念不同的時候，

但透過生命的總指揮耶穌基督，讓我們在謙卑

服事時，在主裡和睦同心、彼此幫補，得蒙喜

樂平安！ 

    當我們願意擺上服事主時，我們其實也交

託自己給主，領受主的喜樂，是一種與主連結

的喜樂，是謙讓虛己的喜樂，是一無掛慮的喜

樂，不是沒有煩惱，而是透過服事與交託，領

受主所賜的喜樂與平安。服事與敬拜是一種生

活，並見證我們是屬主的兒女，如同神學家唐

慕華（Marva J.Dawn）在其《樂在敬拜的生活》

著作中對於敬拜與服事提點，要教會要不斷地

提問：「在我們的敬拜中，誰受到敬拜？真誠

的敬拜如何改變我們的品格？」我們真正地被

塑造成為完全上主的子民，在真誠的敬拜中，

主將帶領祂的子民勇敢面對前方的道路，並且

對於這個世界的美好見證會更令人信服。 

    傳福音的人腳蹤何等佳美，不但使自己領

受了耶穌所賜的真平安，也讓聽見的人領受了

這份屬天的平安，幫助我們透過禱告、祈求與

感謝，見證主的喜樂在我們的口與心，並不斷

學習良善的德行，領受在耶穌基督裡的平安與

喜樂！ 

    主耶穌交託給我們的服事與喜樂不是重擔 

，而是在服事中得著喜樂及甘甜，在喜樂中願

意服事；在福音中頌揚基督福音，也在基督福

音中見證福音，這帶來改變的福音，你願意更

深來認識祂嗎？在敬拜中我們都能享受交託的

喜樂，在服事中我們都能得享福音的美好。 

結語 

    願主賜福我們願意更認識祂豐盛的恩惠，

在福音隊美好的詩歌與見證中，重新點燃弟兄

姊妹傳福音的心志與服事的熱情，願意大家攜

手同心建造教會，歡喜來吟詩，因為主疼愛我

們，讓我們都在基督裡得著喜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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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金報告 
一 3 月 7 日一 

(01) 禮拜獻金 :  
小計 16,026 元，累計 181,473 元 

(02) 定期獻金 : 
小計87 筆，409,780元，累計 1,485,180元 

(03) 感恩獻金: 
小計 10筆，11,800元，累計323,220元 

(04) 節期獻金 : 
小計 1 筆，300 元，累計 264,800 元 

－新春奉獻 

(小計 1 筆，300 元，累計 262,800 元) 

(05) 特別獻金收入:  
小計 1 筆，9,900 元，累計 66,340 元 

－為新冠肺炎防疫設備  

-AI 智慧消毒站獻金 

（小計 1 筆，9,900 元，累計 19,800 元） 

(13) 指定獻金 : 
小計 20 筆，27,500元，累計274,200元 

－松年大學 

（小計 1 筆，1,000 元，累計 1,000 元） 

－主日學 

（小計 2 筆，2,000 元，累計 19,000 元） 

－青年團契 

（小計 2 筆，1,300 元，累計 13,300 元） 

－婦女團契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7,000 元） 

－夫婦團契 

（小計 5 筆，9,000 元，累計 20,000 元） 

－松年團契 

（小計 1 筆，1,000 元，累計 9,500 元） 

－福音隊 

（小計 3 筆，2,000 元，累計 8,000 元） 

－男聲詩班 

（小計 1 筆，2,200 元，累計 11,700 元） 

－亞薩詩班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11,000 元） 

－敬拜團 

（小計 1 筆，2,000 元，累計 12,800 元） 

－第八家庭小組 

（小計 2 筆，3,000 元，累計 3,000 元） 

──各團契會費── 

 婦女團契會費 

（小計 6 人，3,000 元，累計 11,000 元） 

 夫婦團契會費 

（小計 11 人，4,500 元，累計 22,500 元） 

 松年團契會費 

（小計 1 人，500 元，累計 30,400 元） 

 婦女詩班會費 

（小計 1 人，500 元，累計 9,000 元） 

 松年詩班會費 

（小計 3 人，1,500 元，累計 20,000 元） 

 男聲詩班會費 

（小計 2 人，1,000 元，累計 8,000 元） 

 亞薩詩班會費 

（小計 2 人，1,000 元，累計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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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獻金報告 
小計 57,300 元，累計 427,646 元 

1、口數獻金    每口：5,000 元 

（小計 3 筆，15,000 元，累計 150,000 元） 

2、不定額獻金 : 

（小計 20 筆，22,800 元，累計 171,546 元） 

3、每月獻金   每口： 

100 元 X12 個月= 1,200 元 

（小計 19 筆，19,500 元，累計 106,100 元） 

1、大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5 大口） 

（小計 0 筆，累計 0 大口） 

2、小口乾會獻金（今年目標 100 小口） 

（小計 0 筆，0 小口，累計 9 小口） 

截至 3/12止轉帳至電子奉獻帳戶未通知明細如下： 

請來電 02-27064477 或 E-mail 至：taan4477@gmail.comt 

通知轉出帳號後 5 碼及奉獻者及項目，謝謝。 

互助社報告 
＊ 收支報告（3 月 14 日）

收 入 計  620,745 支 出 計 205,807 

股金 165 筆 168,972 備轉金  3

筆

15,479 

還款   4 筆 22,396 退股    2筆 190,328 

利息   3 筆 7,117 

備轉金20筆 366,105 

儲蓄部 4 筆 2,000 

違約金 1 筆 500 

其他   8 筆 53,655 

＊ 累計

總資金 114,052,779 貸款結餘 62,271,702 

股金 98,298,693 可用資金 30,951,177 

備轉金 1,361,494 其他資產 22,207,394 

儲蓄部 16,000 

合 計 115,430,273 

＊ 3/15（拜一）晚間召開理事會議 

3 月 15 日（拜一）晚上 7：00 假 604 教室召

開理事會，請踴躍出席。 

＊ 請響應共同購買商品

本社與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簽訂保險優惠契約

以服務社員，其優惠項目及回餽金額如下： 

保險類別 社員回饋金 

1.機車強制險一年/二年 70 /140 元 

2.機車任意險 5% 

3.汽車強制險一年 120 元 

4.汽車任意險 10% 

＊ 請響應共同購買商品

為增加社的營業收入並兼顧服務優惠社員，採購

比市價較低的商品，以提升社員的生活品質。 

1. 米：採用新營教會會友所經營的允盛碾米廠

之米－允盛台梗九號米（5kg）每包 320元。

2. 橄欖油：100%義大利原廠原裝進口（Haccp 認

證）容量 1000ml，優惠社員每瓶 305 元。

意者請至櫃檯購買。 

日期 摘要 存入金額

2020/4/27 ATM 轉帳 2,000

2020/5/4 ATM 轉帳 2,500

2020/7/1 ATM 轉帳 2,000

2020/7/20 ATM 轉帳 1,000

2020/12/21 ATM 轉帳 1,000

守望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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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園地 

主日學課程簡介 

3月 14日  

第二課：雙胞胎兄弟  

本課經文：創世記廿五 27～34 

本課目的：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所 

以不輕看神賜給我們的天賦。 

具體目標：  

上完本課後，學生能夠: 

1. 不因為一時的享樂而遺憾終身。 

2.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才幹。 

金  句：「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察
驗何為神……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十二 2） 

品格教育：自信  

每日讀經： 

週一：創世記廿五 19~34 

默想：我曾否有為了即時的滿足，而失去長 

遠目光的經驗？ 

週二：箴言四 20~27 

默想：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這「心」指的 

是什麼？ 

週三：提摩太前書四 14~16 

默想：我的恩賜是什麼？我有沒有輕看這個 

恩賜？ 

週四：羅馬書六 14~18 

默想：為何活在恩典之下，罪必不能作我們 

的主？ 

週五：猶太書 4 節 

默想：信仰和行為有何關係？ 

週六：提摩太後書二 1~7 

默想：保羅在這段經文以哪些人作比喻？當

如何做才能獲得期望中的成果？ 

週日：詩篇第廿六篇 

默想：我所行的每件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 

 3月 21日  

第三課：雅各騙取祝福  

本課經文：創世記廿七 1~40 

本課目的：瞭解欺騙者最後也會被欺騙，所 

以要凡事誠實、成為神喜悅的好孩子。 

品格教育：誠實  

主日學事奉同工 
事工項目／時間 3 月 14 日 3 月 21 日 

詩歌教唱 廖淑芳 廖淑芳 

合班伴奏 徐佳音 楊幸純 

禮拜信息 徐佳音 楊婷瑜 

台語金句教學 徐佳音 楊婷瑜 

禮拜司會 張約呈 柯唯豐 

前奏&奉獻司琴 魏芷甯 林祐諒 
 

榮譽榜 
109 年 12 月～110 年 2 月份 

一年級：羅紹天  二年級：黃渝惟  

三年級：許晨晞   四年級：柯唯豐   

五年級：羅芊涵  六年級：林祐諒 

上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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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週報 
主日學教師 

校長：楊騰祥 主任：林美娟（國小級） 

會計：郭毓琦 劉慧恩（幼兒級） 

出納：劉慧恩 

課程流程 

 幼兒級（401、404 教室） 

10：00～10：30 玩具時間 

10：30～11：00 聖經故事 

11：00～11：30 美勞與點心 

 國小級（403、405、406教室） 

10：00～10：30 詩歌讚美 

10：30～11：15 兒童崇拜 

11：15～11：45 分班 

 成人級 

A時段 09：10～10：10 

B時段 12：00～13：30 

上週出席與奉獻 

3/7 

級別 班別 出席 小計 奉獻小計 

幼兒級 
幼幼班 13 名 

21 名 245 元 
幼兒班 8 名 

國小級 

1 年 5 名 

19 名 430 元 

2 年 4 名 

3 年 4 名 

4 年 3 名 

5 年 2 名 

6 年 1 名 

學生總出席  40 名 

485 元 
教師總出席  11 名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 章 6 節 
 
 
 

上週師生出席次數 
 幼兒級  

幼幼班教師     

潘婧君 8   曾 妍 9   賴芳霖 9  楊幸純 8 

 莊以理  2 潘沛岑 9 潘廷瑋 9 潘廷豪 9 
 洪靜禾 9 蘇品玹 1 徐可芸 6 林彥伯   
 王愷琳 6 羅倚安 10 陳信妍 4 林彥廷  5 
 吳  悠 2 洪秉逸  巴 允 8 陳宥綸 2 
 吳紀萱 6 林欣霓  1 鄭安均  馮延旭 1 
 蘇 欣 2  焦 誠 2 陳 彥 1 許凱樂  2 
 鄭理霏 1       

幼兒班教師     

吳君慧 7   郭毓琦 4   洪千惠 9 

 廖韋翰 8 陳逸榛  2 陳亞樂   潘沛妤  9 

 林祐妃  9 蘇 殷 10 林采臻  2 馬莉亞  

 沈棕一   林芯蕾  1 吳瑄穎   張庭翊  2 

 魏可甯    2 王苡恩 5     

 
 國小級  
同工： 

郭穎惠 3   徐佳音 3  廖淑芳 3  徐箴宜 2 

一、 二年級教師 戴千惠 8 林美娟 10 

一年級 

 洪苡晴  2                                                                          羅紹天 9 羅倚恆 9 曾凱飛 7 

 巴 恩 8       

二年級 

 黃渝惟 9 陳以樂 9 鍾妍茜  范品硯 1 

 蘇品熙 1 張約允 9 張洧倫 6 郭宥尊  1 

三、四年級教師 林佳樺 9 楊婷瑜 5 楊宇婷 4 

三年級 

 曾愷晴 7 莊以諾 2 林立陽 6 許晨晞 10 

 鈕樂主  林謙宇  1 魏芷甯  4 張所羅門  

 鍾妍湘  王大仁 5     

四年級 

 柯唯豐 8 王謙恩 4 徐子涵  林耀主  

 沈立恆   羅邦元  廖廣倫  邱子婕  

 樂同  1 曾宣容   郭亮薪  1   

五、六年級教師 吳雅恩 8 溫浩傑 8 

五年級 

 羅芊涵 9 林芊霈 8 黃主約  張佳恩  

 羅唯庭        

六年級 

 林祐諒 9 許家恩  1 王之學  林昀靜  

 張約呈 9       

註：姓名後之數目為今年累積出席數，下加底線表示其上週出席。 

  

 

  

 

  

 

  

 



 

 

 

 

 

 

 

 

 

 

 

 

 

 

 

 

 

 

 

 

 

 

  事奉同工 
  本週（3/14）  來週（3/21）    本 週 來 週 

主日講道（1、2）  張主藤牧師  楊素雅牧師   司獻（2） 楊志仁 （A1+B1+C1） 李恩仁 （A1+B1+C1） 

主日講道  （3）  蘇燕輝傳道  張主藤牧師    陳冠州 （A2+B2+C2） 楊宏仁 （A2+B2+C2） 

禮拜司會  （1）    林暐聰    楊婷如    李恩仁 （A3+B3+C3） 趙思姿 （A3+B3+C3） 

禮拜司會  （2）    黃文聰    楊騰祥    趙思姿 （A4+B4+C4） 林暐聰 （A4+B4+C4） 

輪值執事  （1）    呂宗學    黃秀惠    林暐聰 （D1+D2） 楊婷如 （D1+D2） 

輪值執事  （2）    楊志仁    李恩仁    楊婷如 （D3+D4） 羅偉倫 （D3+D4） 

輪值執事  （3）    鄭仁柏    陳方正    
羅偉倫 （4F） 呂宗學 （4F） 

司  琴  （1）    徐佳音    楊幸純    

司  琴  （2）    潘潔明    李婉純    
插   花 

 
陳秀紅 

  
方淑美 

 

音響控制  （1）  

（早） 
   胡慶祥    林耿模     

音響控制   （2 主）
（   （2） （主） 

   楊宏仁    鄔政宇        

音響控制   （2 副）   

（投） 
   林暐聰    王亭云   禮拜堂清潔 呂宗學 （7F） 柯崇仁 （7F） 

簡報播放  （2）    王美淑    王佑之    劉慧恩  蔡純慧  

敬拜讚美  （3）  兩塊錢敬拜團  和撒那敬拜團    李賽英 （8F） 楊婷如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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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安教會 

發行人：羅益民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1 巷 51 號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 706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免退回 
台北郵局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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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郵資已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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