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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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3002593 

 

受文者：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婦女團契 
發文日期：主後 2022年 04月 19 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58)婦字第 202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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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旨：敬邀 貴會派員參加「排灣中會 2022年各教會聯合慶祝母親節表揚 

             感恩禮拜暨健康活力操」由。 

說 明： 

     一、依據本部第 58屆 2022年事工計畫辦理。    

     二、主題： 溫馨腳蹤情、展現活力操 

     三、活動日期：2022年 5月 28日(週六)上午 8:30~15:00。 

     四、活動地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多媒體演藝廳。 

    五、活動內容：母親節表揚感恩禮拜、健康活力操。 

    六、報名費及相關內容活動，詳請附件「母親節感恩慶祝活動」計畫。 

    七、表揚教會信仰典範代表第一位女性長老，請於 2022年 5月 5日(週 

        四)中午前將資料以電子信箱傳至 kailje1106@gmail.com(江思園傳 

        道師收)，表格可至排中網站或行政通告 line群組下載，特此謝忱。 

    八、健康活力操參加對象以各區聯禱網教會婦女姊妹為主，參加人數 

        30以下，由婦女部部員召開各區婦女會長會議，經連繫後，會議時 

        間、地點另行通知。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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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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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 2022 年『母親節感恩慶祝活動』計畫 

溫馨腳蹤情、展現活力操 
 

壹、依據：依據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 2022年事工計畫辦理 

貳、主題：溫馨腳蹤情、展現活力操 

叁、活動內容：1.感恩禮拜暨信仰典範代表典禮。 

              2.健康活力操。 

肆、目的：○1透過表揚活動開啟婦女參與社區教會決策的服事，社區教會首位被封

立之女性長老，勇敢突破傳統文化框架，領受長老職分，成為時代的

差使藉此活動顯現女性長老之服事腳蹤，建立部落教會婦女研究之史

料並鼓勵更多婦女勇敢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盼望透過感恩禮拜暨表揚

活動表達對婦女姊妹的肯定及支持。 

          ○2五月溫馨情，盼藉婦女是家庭重要的守護者，也是照顧孩子的重要角

色，照顧家庭的婦女若生病了，將影響家庭及整個部落的健康。因此

社區宣教使命關懷社區居民身心靈全人之健康，透過本活動辦理健康

活力操，呼籲族人落實健康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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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原住民全人發展關懷協會 

    協辦單位：排灣中會產業發展事工部 

 

陸、活動日期： 2022年 5月 28日 (週六) 上午 8:30-13:00 

柒、實施地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多媒體演藝廳 

捌、實施對象：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牧者、婦女團契、師母會、表揚者(含家屬)、 

              兄弟團契、青少年團契、松年團契，計 500人。 

玖、講師介紹：○1 分享：蕭世光牧師 / 排灣中會第 58屆議長、內文教會主任牧師。 

拾、注意事項：請各教會自行代訂便當。(當天產發部提供便當廠商聯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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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活動項目時間表 

項     目 時   間 內   容 

第一部 

  報到 
0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抽籤(各區聯禱網活力操隊伍) 

詩歌讚美 09:00-9:20 青年事工部 

第二部 

感恩禮拜暨表揚典禮 9:20-12:00 

講道：排灣中會第 58屆議長 蕭世光牧師 

司會：婦女幹事 江思園傳道師 

表揚：「教會第一位女性長老」 

介紹貴賓：總幹事 樂歌安牧師 

謝詞：部長 莊智惠 

典禮獻唱:1.玉泉教會陶壺詩班 

      2.望嘉 傳統古瑤隊 

      3.婦女事工部 

 12:00-13:00 午餐(各教會自訂便當) 

第三部 

活力操-八區聯禱網 13:00-15:00 健康活力操、頒獎 

壹拾貳、活動內容 

第一部份 感恩禮拜 -感謝上主如母的眷顧和保護 

主禮：議長 蕭世光牧師     司禮：婦女幹事 江思園傳道師 

          讀經：部員 陳麗珍(華語)  

 部員 何玉萍(排灣語)  司琴：松年幹事 葛嘉雯傳道師 

一、敬拜讚美-----------------------------------青年事工部 

二、感恩禮拜暨表揚活動 

序樂---------------------------------玉泉教會陶壺詩班 

宣召-------------------------------------------司會者 

唱詩------------------聖詩    首-----------------會眾 

祈禱----------------------------------顧問 稜樂曼牧師 

信仰告白-----------------------------------------會眾 

獻詩---------------------------------玉泉教會陶壺詩班 

                                      望嘉 傳統古瑤隊 

讀經-------------------------------------------讀經者  

講道-------------------------------------------主禮者 

獻詩---------------------------------------婦女事工部 

表揚活動----------------主持人 部員陳淑芬、曾昱山校長 

奉獻----------------------------------顧問 朱嘉惠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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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安與貴賓介紹----------------------總幹事 樂歌安牧師  

頌榮--------------排灣舊聖詩 首------------------全體 

祝禱----------------------------------議長 蕭世光牧師 

阿們頌-------------------------------------------會眾 

殿樂-------------------------------------------司琴者 

 

第二部份 展現活力操(抽籤隊伍-依序上場) 

    主持人:部員 陳惠美校長、曾昱山校長 

 參加對象：各區聯禱網教會的婦女姊妹 

1. 各區聯禱網參加人數 30以下 

2. 參加年齡為 25歲以上 

 表演時間(含上下台):7分鐘 

 評分標準(如下) 

1. 團隊精神 40% 

團隊默契、動作流暢度 

2. 創意表現 30% 

舞蹈、隊形、音樂等創意度 

3. 整體表現 30% 

歡呼口號、韻律感、表現力、服裝道具 

 頒獎時間 

 禱告 顧問牧師 稜樂曼牧師 

壹拾叁、表揚 

◎表揚：1.教會第一位女性長老  

◎推薦教會請提供○1 第一位女長老的照片或合照 

                ○2 推薦參與教會事工或開拓宣教的事工分享愛的感人故事 300字以內。 

◎為利事工進行及製作表揚紀念品，敬請於 2022年 05月 05日前繳交推薦書。 

  傳真：08-7610038/信箱 kailje1106@gmail.com.tw(江思園傳道師收) 

  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百合路 35號 

  電話： 08-7610036.08-7610037轉 14 /0913-002593江思園傳道師 
      

  

mailto:kailje1106@g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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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報名費 

A組/2500元 

    德文、達瓦達旺、三地門、莎卡蘭、瓦酪露、安坡、達瓦蘭、北葉、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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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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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源、高士、馬拉地、石門、 

大同、福山門、南原、內文、南世 

C組/1800元 

活石、聯山、山光、豐光、榮原、八瑤 

D組/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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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恩、彰鳳、崇蘭 

 

壹拾伍、大會組織暨工作人員配置表 

一、大 會 職 員 

名譽會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徐信得 

屏東縣政府 潘孟安 

國立來義高中校長 陳冠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議長 蕭世光 

名譽副會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副議長 蔡美花 

大會會長 部長莊智惠 

大會顧問團 阮招妹、柯菊緞、何秋治、左玉梅、何秀英、連美英、謝美花、詹艷艷、

戴信美、林美珠、伍美花、李昌美、林玉花、林玉美、朱嘉惠、樂歌安、

柯秀玲、陳春美、稜樂曼、李瑪玲、林梅蘭、許瑞美、拉勒俄郎、孫子光 

李再祥、李新光、陳添福 

籌備會主任 部長莊智惠 

籌備委員會 何玉萍、陳麗珍、陳淑芬、羅愛美、陳美香、柯淑惠、德布藍恩、 

余美花、卓庭芳、陳惠環、稜樂曼、蕭世光、蔡美花、許瑞美、 

拉勒俄郎、樂歌安、江思園 

大會貴賓 縣長 潘孟安 

立委 伍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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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員主委夷將 Icyang 

原民處長 顏成仁 

鄉長、議員 

三地門鄉-鄉長 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  議員 江金妹 

瑪家鄉-鄉長梁明輝     議員-高惠芬 

泰武鄉-鄉長邱登星     議員-何長成 

來義鄉-鄉長莊景星     議員-潘正義 

春日鄉-鄉長柯自強     議員-戴文柱 

獅子鄉-鄉長周英傑     議員-李紀財 

牡丹鄉-鄉長潘壯志     議員-林采穎 

滿州鄉-鄉長余增春     議員-潘坤福 

大會總幹事 江思園 

大會執行長 何玉萍 

大會副執行長 陳麗珍 

行政(文宣)組 
◎組長：江思園 

組員：杜英傑、額冷(資訊協助)、魯真(LOGO設計) 

典禮組 

◎組長：陳麗珍 

組員：蕭世光、樂歌安、稜樂曼、江思園、葛嘉雯、陳麗珍、何玉萍、 

      朱嘉惠、陳淑芬、曾昱山 

場地組 
◎組長：伍恩賜 

組員：兄弟事工部 

財務組 
◎組長：余美花 

組員：德布藍恩、許秀櫻 

報到組 
◎組長：羅愛美 

組員：羅愛美、柯淑惠、陳美香、卓庭芳、郭玫玲、鍾寒雯  

膳食組 
◎組長：尤文生 

組員：產業發展事工部 

場地佈置組 ◎組長：文樂蘭姐花坊&威梅兒視覺婚禮設計 

醫務組 
◎組長：來義鄉衛生所 

組員：醫務人員(2位) 

防疫組 
◎組長：來義鄉衛生所 

  組員：醫務人員(2位) 

招待組 
◎組長：林玉美 

組員：林玉花、婦女事工部全體部員(下午場外活動協助) 

公關組 
◎組長：何玉萍 

組員：婦女事工部全體 

禱告組 
◎組長：邱錦淑 

組員：松年事工部 

攝影組 ◎組長：賴約翰(小米園工作室) 



7 

 

引導入座 
◎組長：莊玉美 

組員：師母會 

活力操 
◎主持人：陳惠美、曾昱山 

  評審委員：江美枝、王雪芳、葉秝均 

交通組 
◎組長：伍恩賜  

  組員：兄弟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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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中會婦女事工部 2022 年辦理『母親節感恩慶祝活動』 

溫馨腳蹤情、展現活力操 
 

信仰典範代表  

教會第一位女性長老 
任職教會的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女長老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就任於               教會 

長老職服事期間 自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計    年) 

簡介(300字以內) 

 

 

 

 

 

 

 

 

小會議長  

 

日

期 

 

填表人：              教會：                    

連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照片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