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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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思園傳道師 電郵：kailje1106@gmail.com 手機：0913-002593 

 

 
受文者：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發文日期：主後 2022年 02月 22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58)婦字第 202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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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事工行事曆 

 

主 旨：敬請各教會執行 2022年「婦女事工紀念奉獻主日」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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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屆婦女事工部第一次定期會議決辦理。 

二、婦女事工紀念主日辦理日期：2022年 3月 6日。 

三、各教會推行婦女紀念主日，邀請女性牧者或女性長老協助講道分享、請安報 

告並安排婦女們參與主日聖工之服事，如司會、見證、獻詩或司獻等，藉此 

肯定婦女姊妹們的信仰經驗、智慧及能力，同心傳福音，見證上帝的慈愛和 

恩典。 

四、總會寄發給各教會的奉獻袋，請於紀念主日夾頁至週報，以便事工進行。 

五、本部會指派部員（如附件）前往證道、請安、事工報告及收取奉獻等，並隨 

附請安函與事工行事曆。 

 
正本：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副本：本會 

 

 

          部長 莊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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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紀念奉獻主日事工人員分配表 

序 號 教 會 證道 請安報告 序 號 教 會 證道 請安報告 

1 

三 

地 

門 

區 

達瓦蘭 日依牧師 日依 39 

獅 

子 

區 

南世 許松牧師 許松 

2 德文 葉鳳英牧師 葉鳳英 40 阿茲達斯 蔡美花牧師 蔡美花 

3 金大露安 高貴春牧師 柯淑惠 41 中心崙 李再祥牧師 李再祥 

4 達瓦達旺 蔡愛蓮牧師 蔡愛蓮 42 和平 傅梅娟牧師 余美花 

5 三地門 陳明光牧師 陳美香 43 楓林 童俊花牧師 童俊花 

6 賽嘉 葛嘉雯傳道師 葛嘉雯 44 新路 黃麗英牧師 黃麗英 

7 莎卡蘭 田天財牧師 陳惠美 45 巴蘇馬克 蔡雯麗傳道師 蔡雯麗 

8 瓦酪露 高天惠牧師 高天惠 46 內文 何玉萍副部長 何玉萍 

9 安坡 左玉梅長老 左玉梅 47 

恆 

春 

半 

島 

區 

麻里巴 柯秀玲牧師 朱嘉惠 

10 札瓦歌 傅梅花牧師 傅梅花 48 馬拉地 何玉萍副部長 何玉萍 

11 長原 陳聖華牧師 呂李瑞華 49 石門 郭玫玲牧師 郭玫玲 

12 

瑪 

家 

區 

瑪家 江思園傳道師 江思園 50 牡林 朱嘉惠顧問 朱嘉惠 

13 北葉 陳麗珍部員 陳麗珍 51 長樂 法法嫵妮傳道師 法法嫵妮 

14 玉泉 江思園傳道師 莊智惠 52 八瑤 李瑪玲牧師 李馬玲 

15 中村 孫子貴牧師 陳淑芬 53 高士 謝美麗牧師 謝美麗 

16 佳義 樂歌安牧師 陳麗珍 54 旭海 何撒那傳道師 何撒那 

17 凉山 蔡秀惠牧師 謝美花 55 恆原 李燕慈傳道師 李燕慈 

18 排灣 潘雅莉會長 陳淑芬 56    

19 沿山 教會安排 林玉美 57 

都 

南 

區 

南原 盧玉香牧師 盧玉香 

20 水門 陳淑娥牧師 高秀蘭 58 福山門 段賽英牧師 段賽英 

21 汾陽 許瑞美牧師 杜尊會 59 山原 教會安排 羅愛美 

22 龍山 教會安排 陳淑芬 60 昌原 蔡愛香傳道師 蔡愛香 

23 

泰 

武 

鄉 

萬安 稜樂曼牧師 稜樂曼 61 鳳原 江思園傳道師 江思園 

24 佳平 王裕銘傳道師 蕭芳怡 62 大同 蔡愛桂牧師 蔡愛桂 

25 武潭 鍾寒雯傳道師 鍾寒雯 63 平山 江思園傳道師 莊智惠 

26 泰武 唐瑀穠傳道師 唐瑀穠 64 屏原 郭雅伶傳道師 郭雅伶 

27 比悠瑪 斐寧傳道師 斐寧傳道師 65 久原 教會安排 羅愛美 

28 

來 

義 

鄉 

文樂 竹嫵牧師 竹嫵 66 大坵 陳靜芬傳道師 高斐斐 

29 望嘉 莊智惠部長 莊智惠 67 崇蘭 何玉萍副部長 莊智惠 

30 古樓 尤文生牧師 德布藍恩 68 

都 

中 

北 

區 

活石 饒雅庭傳道師 饒雅庭 

31 南和 林銀霞傳道師 林銀霞 69 聯山 暫定部會 

32 潮原 撒迷漾傳道師 撒迷漾 70 山光 教會安排 教會安排 

33 
春 

日 

區 

力里 何玉萍副部長 何玉萍 71 豐光 陸玉英長老 陸玉英 

34 佳崇 傅梅珠牧師 沈秀華 72 榮原 婦女顧問 婦女顧問 

35 春日 孫貴英長老 陳惠環 73 新社 朱欣怡傳道師 朱欣怡 

36 古華 陳恩惠牧師 陳恩惠 74 彰鳳 魯真傳道師 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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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紀念奉獻主日事工人員分配表 

序 號 教 會 證道 請安報告 序 號 教 會 證道 請安報告 

37 士文 陳天財 柳娟娟 75 露恩 賴佳安傳道師 賴佳安 

38 枋原 林梅蘭牧師 林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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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婦女百週年奉獻主日  請安函     2022年 03月 06日主日 

敬愛的牧長同工平安 

    我們滿懷感恩的心，感謝上主在每一個年歲中的帶領，使我們在祂恩典賞賜與揀選中事奉上

主並且與祂同工，叫我們學習以宣揚福音的使命，領受使命事主愛人；謹此我們向上主獻上忠誠

的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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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使部會在 2021年的事工能順利推動並完成，更是繼續鞭策我們眾教會協作同工婦女事工

進入 2022年各項服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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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婦女為主體安排如：講道、司會、招待、司獻、獻詩等皆由婦女擔任

設計帶領主日聚會方式與內涵，以喚起教會弟兄姊妹聆聽婦女信仰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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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婦女宣教，仍承繼傳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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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婦女五年宣教事工:婦女禱告會、婦女社會教育學習、

間間婦女團契新眼光讀經、第十一屆婦女查經營、肢體關懷與教會婦女團契聯誼、推動中會宣教奉

獻、愛心.分享.百分百奉獻。 

    今年事工經費預算目標為 25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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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間婦女團契新眼光讀經 

  2.婦女禱告會:各區聯禱網婦女禱禱告會 

  3.婦女與事奉:婦女人才訓練會、第十一屆查經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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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課程學習 

  2.婦女與媒體宣教事工:建置婦女關懷網 

三、信仰紀錄、傳承與推展 

  1.幸福家庭全家歸主運動 

    2.婦女生命見證史 

    3.第一位女性長老 

四、支持推動各項奉獻：宣教基金、宣教大樓奉獻、百分百奉獻 

五、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第 58屆婦女年會 

六、關懷陪伴事工 

 

                                          婦女事工部 部長 莊智惠 

                                    幹事 江思園 

                                            暨全體部員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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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中會 2022 年事工執行計畫 

 

 

一、執行 2018~2022年排灣中會五年宣教婦女事工部事工計畫 

1)舉辦婦女禱告會:婦女禱告會、家庭祭壇實施見證分享會 

2)建置婦女關懷網、事工傳遞 line群組、FB粉絲專頁 

3)婦女社會教育:家庭親職教育、性別教育工作坊、講座、研討。 

二、依據排灣中會十年白皮書宣教策略，實施「家庭祭壇」，達 400戶為目標。 

    目的： 

    1)為落實排灣中會十年宣教白皮書設立 400戶實施「家庭祭壇」的宣教策略。 

    2)推動「全家歸主」宣教運動，落實總、中會「一領一．新倍加」宣教事工。 

    3)推動家庭宣教門徒訓練，培育屬靈兒女，愛傳福音，關心台灣，成為忠僕。 

三、推動排灣中會「宣教基金」。 

1)依據排灣中會「關懷都市宣教事工」。 

2)實施日期:四年自 2021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7月 31日。 

3)奉獻目標：每月 1,693戶，每月 169,300元。 

             四年計：8,126,400元（169,300元×12月×4年=8,126,400元）。 

四、推動愛心．分享．百分百奉獻 

  百分百奉獻是本部很重要的經費來源，是婦女事工負擔金。其支出除了支持所有婦女 

  事工、人事費及各項活動外，也負擔總會婦女事工經費。盼請各教會婦女團契共同關 

  心並落實推動每月每人 100元之百分百奉獻，以利事工進行。 

五、啟動婦女讀經運動 

    目標：間間團契新眼光         

    日期：全年推動 2020~2022年 

    方式：2020年 25間教會、2021年 25間教會、2022年 25間教會 

六、婦女查經營第十一屆查經營，主題:上帝的應許.我與你同在。 

七、總會全國婦女人訓、總會全國婦女靈修營、總會全國婦女查經營 

八、普世宣教事工:婦女世界公禱日、總會 ACWC.小錢奉獻.海外培育事工等 

九、辦理婦女第 58屆年會暨幹部改選 

十、肢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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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事工部 2022年事工行事曆 

 

日期 內容/活動名稱 地點 

1 月 6-8 日 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 
台中中華電信

訓練所 

3 月 18-19 日

(五、六) 
婦女世界公禱日暨婦女人才訓練會。 文樂教會 

3 月 6 日 總會婦女百周年奉獻主日 75 間教會 

4 月 24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見證會、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分享會 

屏北區婦女 

瑪家教會 

5 月 28 日 主辦母親節活動 地點再議 

5 月 29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見證分享會- 

都南區婦女 
平山教會 

6 月 12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見證分享會- 

中排灣區、春日區婦女 
比悠瑪教會 

6 月 26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見證分享會— 

獅子區、恆春半島區婦女 
楓林教會 

7 月 10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見證分享會- 

台中市區婦女禱告會 
榮原教會 

7 月 24 日 
禱告會、家庭祭壇、新眼光婦女讀經運動見證分享會— 

新北市區婦女 
桃園聯山教會 

9 月 22-24 日 婦女事工百周年慶典大會(全體部員) 台南/虹韻中心 

10 月 29 日 
第十一屆婦女查經營 

主題:上帝的應許.我與你同在 
地點再議 

11 月 19 日 婦女第 58 屆年會暨幹部改選 再議 

全年度 愛心、分享、百分百奉獻(普世宣教奉獻 ACWC.小錢奉獻.培育事工). 

2023 年 1 月

11 日(三) 
第 67 屆第三次委員會新舊部長聯席會 待議 

2023 年 1 月

12-14 日(三) 
2023 年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 待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