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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發文日期：主後 2019年 02月 15 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55)婦字第 2019003號 
速  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請安函、紀念主日派員請安分配表 

 

主  旨：敬請推行「婦女事工紀念奉獻主日」事宜。 

說  明： 

    一、依據總會第四十二屆(1995 年)總會通過，設立每年三月第一主日為婦 

        女事工紀念主日，暨排灣中會第 55屆婦女事工部第一次定期會議決辦 

        理。 

 二、日期：2019年 3月 3日。 

 三、本部將派員前往 貴教會請安、證道、事工報告及收款，人員配置如件。 

 四、耑此函文。 

 

 
 

正本： 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副本：本會 

 

 

 

          部長 林玉美 
  
 
 
 
 



         2019年婦女事工紀念主日  請安函     2019年 3月 3日主日 

敬愛的牧長同工平安 

    新的一年，我們滿懷感恩的心，感謝上主的帶領使我們在祂恩典賞賜與揀選中事奉上主，

學習以宣揚福音的使命，領受使命事主愛人；謹此，也誠摯的感謝眾教會長期的關心、支持

婦女事工的推動，藉著您們的代禱、鼓勵與奉獻，不僅使部會 2018年的事工能順利推動與完

成，更是我們 2019年各項事工永續推動的重要支持與夥伴。 

    今逢總、中會訂定每年三月第一主日為其「婦女事工紀念主日」，本部會期待眾教會邀

請及安排婦女參與紀念主日事工，以婦女為主體(如講道、司會、招待、司獻、獻詩等皆由婦

女擔任)設計主日，喚起教會兄姊聆聽婦女信仰經驗，開拓婦女在教會服事的多元角色，鼓勵

婦女積極參與服事，貢獻女性的信仰經驗、智慧和力量。 

    我們 2019年事工，仍承繼婦女事工部設立的宗旨與使命基礎上推動: 

培育婦女、幸福家庭轉化社會、2018-2022 年婦女五年宣教友有推各區婦女禱告會、婦女社

會教育學習、第九屆婦女查經營、走訪與各教會婦女團契聯誼關心、關心新住民外籍配偶及

外籍女性勞工、推動中會都市宣教及宣教大樓奉獻、部會百分百奉獻、辦理母親節活動、「婦

女事工部設立 55週年」慶典活動。 

今年事工經費預算目標為 170 萬元，冀盼各教會依然熱誠以往，奉獻支持，代禱及參與，實

踐「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基督」的信仰精神。 

一、推動「靈命更新、深化委身」 

  1婦女聖經查經班: 

  2婦女靈修、禱告: 

  3婦女與事奉:婦女人才訓練會、靈修營  

  3婦女與家庭祭壇: 推動家庭祭壇見證會 

二、推動「轉化社會、心靈重建」之信仰實踐 

  1婦女與自我成長: 

  2婦女與宣教事工: 

  3建置婦女關懷網絡: 

  4社會教育課程學習: 

三、文化紀錄、傳承與推展 

  1幸福家庭全家歸主運動:  

    2婦女事工部設立 55週年慶典暨母親節活動 

四、支持推動各項奉獻：都市宣教基金關懷都市開拓、宣教大樓奉獻、百分百奉獻 

五、婦女事工紀念主日、11月 17日 第 54屆婦女年會暨第 19屆 婦女關懷協會會員大會 

六、關懷陪伴事工: 

 

                                          婦女事工部 部長 林玉美 

                                    幹事 林梅蘭 

                                            暨全體部員    敬上 



排灣中會 2019 年事工執行計畫 

   名稱 執行日期 說明 

1 總會婦女人才訓練會 
1/10-12 

(週四-六) 

1.部員 8 人參加 

2.地點: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 

2 
世界婦女公禱日暨婦女人

才訓練 

3/1-25 

(週五-六) 

1.地點:望嘉教會 

人才訓練會-靈性修復「在衝突中遇見愛」 

3 婦女事工奉獻主日 3/3(週日) 1.中會 74 間教會 

4 婦女禱告會- 3/17(週日) 聯禱網:三地門、瑪家區 

5 都市台中區婦女查經營 4/6(週六) 
地點:榮原教會， 

對象:榮原、山光、豐光、彰鳳、新社婦女。 

6 婦女禱告會- 4/7(週日) 聯禱網:中區、春日區 

7 婦女禱告會 4/28(週日) 聯禱網:獅子區、恆春半島區 

8 都市北區婦女查經營 5/4(週六) 
地點:活石教會 

對象:聯山、活石教會婦女。 

9 婦女禱告會 5/5(週日) 聯禱網:都南區 

10 
婦女事工部設立55週年暨

慶祝母親節活動 
6/1(週六) 地點及內容規劃中 

11 社會教育-家庭親職教育 6/22(週六) 大腦與學習談閱讀、青少年的未來與希望、 

12 總會全國婦女靈修營 6/28-30 (週四-六) 

13 婦女禱告會- 7/14 聯禱網:三地門、瑪家區 

14 婦女禱告會 7/28 聯禱網:中區、春日區 

15 婦女禱告會- 8/4 聯禱網:獅子區、恆春半島區 

16 婦女禱告會 8/25 聯禱網:都南區 

17 全國婦女查經營領人訓練 9/25  

18 全國婦女查經營 10/22-24 (週二-四) 

19 2018 年婦女年會 11/16(週六)  

20 中會第九屆婦女查經營 11/29-30 (週五-六) 

21 
走訪關心與15間教會婦女
團契聯誼問候 

全年  

22 
關心新住民外籍配偶、外籍
女性勞工 

全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婦女事工奉獻主日(3月 3日) 
部員、顧問暨歷屆部長(講道、請安、收主日奉獻)路線 

負責區域 人員 路    線 

三地門區 
 

江玉琴 主日禮拜（德文）→金大露安 

謝美花 主日禮拜（逹瓦逹旺）→達來 

李瑪玲 主日禮拜(馬兒)  

林梅蘭 主日禮拜(青山) →安坡 

何秀英 主日禮拜(莎卡蘭) 

陳梅花 主日禮拜(逹瓦蘭) → 瑪家 

陳梅花 主日禮拜(賽嘉) 

樂歌安 主日禮拜(三地門) 

陳惠美 主日禮拜(長原) 

瑪家區 

陳惠美 主日禮拜(北葉) 

竹嫵 主日禮拜(玉泉) 

林梅蘭 主日禮拜(中村) 

許瑞玉 主日禮拜(沿山) 水門→汾陽 

林玉美 主日禮拜(龍山) 

何秀英 主日禮拜(排灣) 

莊智惠 主日禮拜(佳義) 

戴信美 主日禮拜(涼山) 

中區 

稜樂曼 主日禮拜(萬安) →佳平(范素花) 

林玉美 主日禮拜(武潭) 

    范素花 主日禮拜(古樓) 

羅愛美 主日禮拜(泰武) 

竹嫵 主日禮拜(文樂) 

何玉萍 主日禮拜(潮原)→南和 

林玉花 主日禮拜(比悠瑪) 

   莊智惠 主日禮拜→望嘉 

春日區 
 

林玉美 主日禮拜(春日) 

林玉花 主日禮拜(佳崇) 

李昌美 主日禮拜(士文)→力里 

柳娟娟 主日禮拜(古華) →枋原 

獅子鄉 

李昌美 主日禮拜(阿茲達斯) 

余美花 主日禮拜(中心崙) 楓林→和平→巴蘇瑪克 

何玉萍 主日禮拜(南世)  

連美英 主日禮拜(新路)  

潘金枝 主日禮拜(內文) 

恆春半島 

朱嘉惠 主日禮拜(牡林) →八瑤→長樂 

朱嘉惠 主日禮拜(恒原) 

潘金枝 主日禮拜(石門)→馬拉地 

柯秀玲 主日禮拜(東源) 

謝美麗 主日禮拜(高士) 

都南區 

林玉美 主日禮拜(平山) 

戴信美 主日禮拜(大同) 

羅愛美 主日禮拜→昌源、鳳原、屏原、久原、山原、南原 



都北區 林梅蘭 (活石)、聯山、山光、豐光、榮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