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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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發文日期：主後 2021年 02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57)婦字第 202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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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7日。 

 三、隨函附寄請安函。  

 四、本部將派員前往貴教會請安、證道、事工報告及收款，人員配置如附 

     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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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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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 2021年婦女事工奉獻主日(3月 7日) 

部員、顧問暨歷屆部長(講道、請安、收主日奉獻)教會請安分配 

 
教會 姓名    日期 部員連絡電話 

三 

地 

門 

區 

 

逹瓦蘭 左玉梅 3/28 0932-754292 

德文 呂李瑞華 3/7 0923-172308 

金大露安 婦女事工部 3/21 0917120753 

逹瓦逹旺 林梅蘭 3/28 0917-120753 

三地門 林梅蘭 3/14 0917-120753 

賽嘉 卡萊凱.馬堤玲 3/7 0906-857793 

莎卡蘭 陳惠美 3/7 0989-965009 

瓦酪露  戴信美 3/14 0963-009884 

安坡 林玉美 3/21 0915-363011 

札瓦歌 傅梅花牧師 3/7  

長原 何秀英 3/14 0952-970832 

瑪 

家 

區 

北葉 左玉梅 3/14 0932-754292 

瑪家→沿山 戴信美 3/7 0963-009884 

玉泉 樂歌安 3/14 0934-181016 

中村 朱嘉惠 3/7 0922-213365 

龍山 陳春美 3/7  

排灣 陳淑芬 3/7 0917-577859 

佳義 陳麗珍 3/7 0925-376312 

水門 謝美花 3/7 0980-777256 

涼山 樂歌安 3/7 0934-181016 

中  

排 

灣 

區 

萬安 稜樂曼 3/7  

佳平 戴美麗 ＊ 0921585442 

武潭 莊智惠 ＊ 0929-995826 

比悠瑪 左玉梅 3/7 0932-754292 

古樓 →泰武 戴美麗 3/7  

文樂 莊智惠 3/14 0929-995826 

望嘉 陳惠美 3/7 0989-965009 

南和→潮原 戴美麗 3/7 0921585442 

春 

日 

區 

春日 戴信美 ＊ 0963-009884 

佳崇 →力里 羅愛美 ＊ 0955-596-902 

士文  婦女事工部 3/28  

古華→枋原 陳麗珍 3/21 0925-376312 

 阿茲達斯  余美花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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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 

子  

鄉 

中心崙 何玉萍 3/7 0910-880-004 

南世 柳娟娟 3/7 0988-434533 

楓林 莊智惠 3/7 0929-995826 

和平 阮淑鳳 ＊ 0935-475335 

巴蘇瑪克 潘金枝 ＊ 0963-427175 

新路 何玉萍 3/7 0910-880-004 

內文 潘金枝 ＊ 0963-427175 

恆 

春 

半 

島 

八瑤 連美英 3/21  

牡林→長樂 呂李瑞華 ＊ 0923-172308 

恒原 何玉萍 3/21 0910-880004 

石門 陳淑芬 ＊ 0917-577859 

馬拉地 陳淑芬 ＊ 0917-577859 

麻里巴 柯秀玲 ＊ 8830138 

高士 婦女事工部 4/18  

都   

南 

區 

平山-屏原 林梅蘭 3/7 0917-120753 

大同 尤美玲 3/7  

昌源 何玉萍 3/28 0910-880004 

鳳原(收款) 尤美玲 3/28 910763344 

大坵 高斐斐 3/7 0983-067861 

南原  朱嘉惠、呂李瑞華 ＊ 0922-213365、932-754292 

福山門 羅愛美、尤美玲 8 月 0955-596902、955-032898 

久原 陳麗珍 3/14 0925-376312 

山原(收款) 羅愛美 ＊ 0955-596-902 

都  

北 

區 

聯山→活石 婦女事工部 4/11 
 

山光 教會婦女 3/7 
 

露恩 婦女事工部 ＊ 
 

彰鳳 呂李瑞華 6 月 0932-754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