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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 

婦女事工部 函 
90842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 7鄰百合路 35號 3樓 

電話：08-7610036＃14、7610037  傳真：08-7610038 

事工幹事：林梅蘭牧師 電郵：vios1967@gmail.com 手機：0917120753 

 

受文者：排灣中會屬下教會婦女團契 
 
發文日期：主後 2019年 05月 17 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55)婦字第 2019006號 
速  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活動計畫簡章 

 

主  旨：敬邀 貴會派員參加「排灣中會 2019年各教會聯合慶祝母親節暨表揚 

        感恩禮拜」由。 

說 明： 

     一、依據本部第 55屆 2019年事工計畫辦理。    

     二、主題：主愛母儀‧55饗宴。 

     三、活動日期：2019年 6月 22日(週六)上午 8:30~13:00。 

      四、活動地點：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五、活動內容：母親節感恩禮拜、詩歌分享暨表揚典禮。 

     六、報名費及相關內容活動，詳請參附件「母親節感恩慶祝活動」簡章。 

 七、各教會典範母親推薦表，請於 2019年 6月 6日(週四)中午前將資料 

     以電子信箱傳至本部，表格可至排中網站或行政通告 line群組下 

     載，特此謝忱。 

     八、專此函文，懇請惠予協助代禱是祈。 

    

 

 正本：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 

 副本：中會事務所、本部          

部長 林玉美 
 



2 

 

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辦理 2019年聯合慶祝母親節 

「主愛母儀‧55饗宴」活動 
 

 

 主題：主愛母儀‧55饗宴 

壹、計畫緣由 

      感念母親辛勤勞苦、任勞任怨持家撫育家庭、教養子女的恩情是我們銘刻於心的孝

親心志，並且透過母親的愛，我們更加深刻思想上主的慈愛經由母親的照顧，安慰了每

一個家庭的勤勉和奮鬥。今年適值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成立 55周年，在這個值得感恩

與慶祝的節期中，我們感懷上主帶領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走過 55歲月的成長，造就我

們教會婦女在各樣事上的操練和成熟穩健，不單在盡守自己家庭的照料安定，也培育了

婦女們在參與教會福音聖工與部落教育事務、社區營造工作上熱心以及成就；這些都是

我們要一一細數上主恩典和回溯追想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的成長足跡。 

    因此，本部特以辦理「主愛母儀‧55饗宴」之主題活動，慶祝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暨同 

    步紀念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成立 55周年誌慶；作為感懷排灣中會眾婦女們彼此激勵 

彼此同慶的感恩活動。 

貳、活動目的 

      透過辦理「主愛母儀‧55饗宴」之主題活動，藉以表揚對教會福音宣揚事工、對 

    部落教育發展，社區營造事務表現傑出的婦女，肯定其在教會與社會工作事務上的優質  

    行動與付出；並協作慶祝母親節的感恩活動；彰顯基督福音孝親志潔的信仰典範，效力 

    社會善良風俗、穩固崇倫居仁的社會規臬典範之實行。 

參、計畫依據：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第 55屆年度事工計劃議決辦理。 

肆、活動主題：主愛母儀．55饗宴      

主題經文：約翰四:7、帖撒羅尼迦前書二:7、箴言 14:1 

伍、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 

主辦單位：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 

協辦單位：排灣中會兄弟事工部、青年事工部、師母會、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陸、活動日期：2019年 6月 22日 (週六) 上午 8:30-13:00 

柒、實施地點：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捌、預計參加人數：1000人 

玖、實施對象：排灣中會屬下教會、受表揚信仰典範母親-最年長的母親 74名、屏東縣原住 

              民社區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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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活動項目：母親節感恩禮拜暨音樂饗宴。 

    第一部份 

    詩歌讚美 

時 間 內    容 

0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09:20 詩歌讚美.頌揚主愛－涼山教會社青團契 

第二部份 

典禮.表揚.音樂分享 
09:20-12:40 

禮拜主禮:議長童俊花牧師 

司會：林梅蘭牧師 

司琴：涼山教會社青團契 

獻唱邀請單位: 

1.兒童：三地門教會兒童詩班 

2.排灣中會牧傳會 

3.婦女：佳義教會婦女團契 

4.兄弟：安坡教會兄弟團契  

5.青少年：比悠瑪教會青少年團契 

6.教會詩班：平山教會、古華教會 

表揚對象：信仰典範母親-最年長的母親 

※頒獎時間大會邀請專人拍照受獎者。 

※家庭獻花合照，請至大會提供之照相區。 

第四部份 12:40 祝福 

※注意事項 

1. 感恩禮拜活動請穿原住民傳統服。 

2. 為維護校園衛生清潔，嚴禁校園內吃檳榔及亂丟垃圾。 

3. 為維護行車安全，請遵守大會交通組指揮。 

4. 為使禮拜活動順利進行活動流程，請各單位準時報到。 

 

拾壹、表揚對象及條件 

一、獲表揚—信仰典範母親-最年長的母親 

二、表揚條件： 

         1.教會推薦一位最年長母親 

         2.已受洗陪餐會員 

         3.有美好信仰見證 

三、受表揚者請提交相片及感言 200字，並於 2019年 6月 6日中午前，將資料以電子 

        信箱傳至本協會，為方面行政作業及製作紀念冊請務必按時繳交，逾時不時理，敬 

請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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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報名方式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6月 6日中午 12時止  

◎郵寄：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 7鄰百合路 35號 3樓 (婦女事工部林梅蘭幹事) 

◎電話：08-7610036-14、0917120753 

◎傳真：08-7610038 

◎電子信箱：vios1967@gmail.com 

※為行政業務及製作受表揚獎牌順利完成，若逾期將不受理，懇請按時繳件謝謝合作。 

報名表：  

信仰典範--最年長的母親 

教會：                       受獎者: 

表揚條件: 1.教會推薦一位最年長母親  2.已受洗陪餐會員  3.有美好信仰見證 

信仰典範敘述(200字以內) 

照片 

 

拾參、報名費: (教會負擔金) 

 A組/2000元 

    德文、達瓦達旺、三地門、莎卡蘭、瓦酪露、安坡、達瓦蘭、北葉、涼山、佳義 

玉泉、中村、瑪家、比悠瑪、武潭、文樂、春日、古華、楓林、平山 

 B組/1700元 

金大露安、札瓦歌、賽嘉、沿山、排灣、水門、龍山、汾陽、萬安、泰武、望嘉、力里、

佳崇、士文、阿茲達斯、中心崙、和平、新路、麻里巴、高士、馬拉地、石門、大同、

福山門、南原、內文、南世 

 C組/1300元 

活石、聯山、山光、豐光、榮原、八瑤 

 D組/1000元 

昌源、山原、鳳原、久原、屏原、大坵、潮原、枋原、恆原、長原、佳平、古樓、南和

巴蘇瑪克、牡林、大梅、長樂、旭海、新社、彰鳳、崇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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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活動職掌 

一、大 會 職 員 

名譽會長 屏東縣縣長 潘孟安 

來義高中校長 陳冠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議長童俊花牧師 

名譽副會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副議長 左金男牧師 

大會會長 婦女事工部部長 林玉美 

大會顧問團 林玉如、阮招妹、柯菊緞、李來珠、何秋治、左玉梅、何秀英、邱于娟 

連美英、謝美花、詹艷艷、戴信美、林美珠、伍美花、何秀英、李昌美 

林玉花 

童俊花、左金男、傅梅花、蕭世光、陳永明、竹嫵．法之山、蔡美花、 

段賽英、賴朝財、馮德仁、蔡欣蘭、柳慶祥、高保羅、蔡青山、 

娥嫩．樂勒滿、歌安．督達里茂 

大會總幹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總幹事 樂歌安・督達里茂牧師 

籌備委員會 林玉美、朱嘉惠、莊智惠、陳惠美、陳梅花、余美花、潘金枝、羅愛美 

許瑞玉、何玉萍、柳娟娟、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大會貴賓 縣長 潘孟安 

立委 簡東明 

原民處長 伍麗華 

三地門鄉長 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    議員 江金妹 

瑪家鄉 長 梁明輝                  議員 陸月嬌 

泰武鄉 長 邱登星                  議員 何長成 

來義鄉 長 竇望義                  議員 潘正義 

春日鄉 長 柯自強                  議員 周陳文彬 

獅子鄉 長 周英傑                  議員 李紀財 

牡丹鄉 長 潘壯志                  議員 林采穎 

大會執行長 林梅蘭 

大會副執行長 莊智惠 

行政文宣組 余美花 

總務組 組長:陳惠美       

組員:陳梅花、羅愛美 

報到組 組長:陳梅花 

組員:陳惠美、陳梅花、許秀櫻、江玉琴 

招待組 組長:何玉萍       

組員:師母會、青年事工部 

頒獎組 許瑞玉(長)        

組員:何玉萍、師母會 

膳食組 潘金枝(長)        

組員:柳娟娟、 青年事工部 

攝影組 小米園工作室、大眾傳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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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組 組長:額冷 

組員:江思園 

音響組 陳勇揚音響工作室 

採購組 羅愛美(長) 

組員:總務組 

醫務組 阮淑鳳、蕭惠美 

環保組 南和長老教會 

交管組 組長:唐建生     

組員:排灣中會弟兄事工部 

佈置組 組長:許瑞玉 

組員:陳秋蘭、婦女事工部、兄弟事工部 

禱告組 組長:林玉花 

組員:全體部員 

公關組 婦女事工部歷任部長 

機動組 組長:陳聖華 

組員:朱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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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報名表 

··· ···                 

信仰典範--最年長的母親 推薦表  

 表揚條件: 1.教會推薦一位最年長母親  2.已受洗陪餐會員  3.有美好信仰見證 

教會：                       

受獎者   

 姓名 

華語: 

母語: 生日  年齡 
 

住址  電話 
 

信仰典範敘述(200字以內) 

照片 

推薦教會： 

牧者簽名： 

教會公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