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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禮拜程序 
日  期：2018 年 11 月 3 日〈禮拜六〉上午 10：30 ~11：20 
地  點：台中中會忠孝路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 
總召集：吳秀江牧師    總領隊：蕭瑞和長老    總執行：賴婉玲小組長 
禮  拜：張宇晴執事    讚  美：周贏文團長    讚美主領：李仲頤執事    
證  道：黃旭正主任牧師、王武聰主任牧師     

【禮拜程序】上午 10：30~11：20 

召    聚   (樹林車隊陸續抵達教會，邀請信徒禮拜堂就座)   張宇晴執事 

宣    召                                              主  領 

讚    美 1. 天父恩典真正大 p.23                 讚美團、會眾 

2. 在這裡 p.24 

3.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p.24 

禱    告                                          吳秀江牧師 

聖    經       以賽亞書五十五：8-13      張乃昌長老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

過你們的意念。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

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發他去成就：或譯所命定）的事

上必然亨通。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大山小山

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松樹長出，代替荊

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這要為耶和華留名，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 

            馬太福音六：24-34       周靜羚長老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

穿什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你們看那天上的

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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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

呢？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

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

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

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

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

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

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證    道         『聆  聽』         黃旭正主任牧師 

頌    榮                                         讚美團、會眾 

祝    禱                                      黃旭正主任牧師 

報    告                       總執行－賴婉玲小組長 

【建堂異象與簡報】上午 11：20~11：50 

詩  歌 1.來到主前 p.24                   讚美團、會眾 

建堂異象         以弗所書三：20-21      余添和長老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 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感    謝                     黃旭正主任牧師 

勉    勵                            忠孝路教會王武聰主任牧師 

祝福禱告                                      王武聰主任牧師 

報    告                       總執行－賴婉玲小組長 

【參觀忠孝路教會】上午 11：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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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樹林基督長老教會一日遊活動行程 

一、目標：1.敬拜上帝，經歷上主信實美善      

          2.參訪教會，作為本會建堂參考     

          3.小組福音行動，邀約新朋友加入小組、教會 

          4.教會信徒聯誼，增進彼此關係 

          5.體驗上帝創造的祝福 

二、日期: 11 月 3 日(星期六) 

三、承辦單位：社青牧區 

四、對象：共 404 人  (成人 358 人， 小孩 46 人) 

五、費用：大人 500 元  小孩 300 元 

六、行程 

 7:00     報到 

 7:30     出發 

 7:30- 10:30  前往忠孝路教會 (台中市東區忠孝路 288 號) 

 10:30-11:20  禮拜堂敬拜 

 11:20-12:20  聽取忠孝路教會簡報並參觀教會 

 12:20-13:20 車上午餐(便當、前往后里馬場森林園區) 

13:20-16:30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 

 16:30-17:30  前往金味軒喜宴廣場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1588 號) 

 17:30-18:30 晚餐 

 18:30-19:30  回到樹林教會 

七、聯絡人電話 

   總 領 隊 蕭瑞和：0921080042  總 執 行 賴婉玲：0919384521 

   一車車長 張焜城：0975205097  二車車長 張經宜：0920841900 

   三車車長 陳志中：0912850906  四車車長 賴源璋：0920206191 

   五車車長 阮慧娟：0983812756  六車車長 唐 鈞：0939943023 

   七車車長 翁倖誼：0936938582  八車車長 張惠雯：0981070521 

   九車車長 鄭偉銘：0937670523  十車車長 賴佳伶：0955808158 

   福音車長 林秀盡：0937545975  福音車長 張宇晴：0937002078 

   福音車長 柯 勉：0956896746  忠 孝 路 教 會：(04)22814752 

      執行幹事 張意玟：093070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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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工作內容 
組別 服事者 工作內容 

主任牧師 黃旭正牧師 異象傳遞、屬靈遮蓋、最高決策 

總召集 吳秀江牧師 組織、會議、設計 

總領隊 蕭瑞和長老、蘇敏娟(秘) 行程設計規劃 

總執行 賴婉玲小組長 行程活動執行掌控 

禮拜組 張宇晴(長) 禮拜設計、同工安排 

交通組 蕭瑞和(長)：蕭錦泉 

陳力源(長)：林秀盡 

黃徽哲(長) 

遊覽車掌控 

福音車：載行動不便者 

維安：交通、活動 

宣傳組 黃昱元(長) 宣傳片、攝影、錄影 

服務組 鄭偉銘(長) (招待、清潔) 

張經宜(餐食) 

禮拜招待、清潔 

餐食：午餐便當、晚宴 

總務組 李仲頤(長) 音響、器備、輪椅、大聲公 

財務組 李環陵(長) 預算規劃收支 

動員組 王清泉、潘貴美、蕭瑞和、 

張乃昌、王淑芬 

小組報名、收費 

建堂組 黃旭正牧師(長)、李環祐、 

建堂委員 

建堂諮詢 

禱告組 劉鳳連(長)、代禱團隊 活動前、中、後守望 

醫務組 蔡玉涵(長)、羅素真 醫務協助 

行政組 張意玟(長)、李詩筠、 

李淑權、王贏志 

報名、名牌、保險、門票 

坐車安排、車長車序號碼牌、 

餐桌安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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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參加名單 

區 牧：黃旭正、吳秀江 

區 長：潘貴美、蕭瑞和、張乃昌 

男士牧區 

香柏樹—唐 鈞(長)、張乃昌、陳必勝、梁世隆、王仁傑、魏嘉賢、賴樹東、 

吳文益、蔡太郎、陳力源、游連枝、曾其榮、劉省福 

光  鹽—黃徽哲(長)、謝明堂、謝清發 

橄欖樹—張經宜(長)、蕭錦泉、張焜城、許維德、張明福、張仁義、潘語豪、 

陳明正、戴文雄、陳啟謙、蔡錦祥、黃振昌、游功彰、宋建春、 

        陳錦榮、許清河、許恩睿、許惟甯、陳五子 

棕櫚樹—徐慕德(長)、趙甘受、張義鷹、廖鴻文、彭建貿、林竹龍、 

羅文宏 

葡萄樹—蕭瑞和(長)、廖松竹、黃弘義、蔡晴甫、黃樹松、洪崇治、蔡吉雄、 

謝健助、林學良、李冠均、陳勵學、蘇家顯、謝錫鴻 

石榴樹—陳志中(長)、李源灝、李正義、黃泰平、黃清源、呂錦輝、王聰輝、 

連碧玉、謝英皆、季丹慧、王韋程、周孟霖、謝清靠、吳振家、 

吳貴光、林長壕、胡輝煌 

婦女牧區 

讚  美—陳秀慧(長)、林靜江、薛碧惠、陳美嬌、黃韻君、莊 菊、柯 勉、 

麥錦幼、范文美、范書涵、張淑惠、王秀賢、余春蘭、賴美蓮、 

吳碧枝、呂陳來富、黃素靜、李沈秀蓮、石阿燕、林秀盡、邱柳美惠 

彩  虹—李秀芬(長)、何桂卿、廖月女、王淑妙、王淑真、簡麗雲、王先雲、 

王以純、葉 雷、張永妹、劉月裡、王婷玉、吳秀華、劉招治、 

賴氏玄、吳月雲、杜碧鳳、陳彩霞、周靜羚、潘春子、劉戴月彩、 

涂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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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平—潘貴美(長)、全秀玲、石秀景、賴辰恩、陳姿伶、陳美棗、詹明莉、 

游碧麗、戴紋花、黃美惠、武香梅、陳金芝、張李受、林華枝、 

蕭彩謹、楊淑貞、呂季儒、周佟文、陳林貴娥 

感  謝—阮慧娟(長)、簡秀媛、馮麗蘋、簡艷梅、林寶蘭、張使華、黃淑惠、 

趙惟琳、趙以恩、羅素真、黃惠珠、張玉琴、劉瑞玉、陳珠英、 

鄭美芳、林姿儀、林憶惠、張阿雪 

恩  典—翁黃雅玲(長)、郭淑美、陳祥寧、簡美鳳、簡秀英、潘美惠、傅喜璇、 

田秀娟、陳麗真、游喬蓉、陳惠美、彭元妹、游靜儀、方麗玲、 

郁素貞、蕭敏慧、崔淑華、朱素芬、周淑女 

喜  樂—劉鳳連(長)、黃松美、李麗英、吳桂美、李銘瓜、吳鴛鴦、羅佩萱、 

吳華鄉、趙秀琴、鍾嘉方、謝婷婷、吳名媛、張錦雲、林淑敏、 

史美英、吳李美珠、謝陳寶鳳、黃來鳳、王秀鳳、劉金菊 

信望愛—蘇敏娟(代)、林秀英、林美蘭、蕭金蘭、王月霞、黃巧恩、黃巧靈、 

周淑棉、謝育智、何義圓、陳月琴、石惠月、王玉英、梁玉枝、 

王曹梅、鄭鴛鴦、蔡林玉鳳、簡林淑子 

仁  愛—丁麗美(代)、高庸端、林歐桃、楊倩熒、楊文利、陳秋娜、金彧馨、 

金彧琪、鄭 貴、王芳玉、梁艷旭、石煖瓈、王麗芳、陳昭惠 

恩  慈—鄭明珠(長)、王秀琴、王葉雪香、鄭芳蘭、鄭琇瑩、鄭麗瑛、陳伊俐、

詹小紅、黃金治、鄭茉莉、林董猜、董麥美枝、曾黃素禎、陳芳蘭、

葉玉秋、高謝敏敏、TUNING ASRIANA 

新生命—王翠惠(長)、莊月英、葉凱莉、李貴桃、毛甄憶、陳慧敏、謝素雪、 

張娥君、溫佩汝 

溫 柔—李秋慧(長)、郭淑娟、彭柔禎、郭淑珠、郭恩帆、吳紡秀、陳品融、 

謝羽婕、謝幸芬、吳淑年、吳添珠、李淑權、黃晉泰、黃晉宥、 

楊秋荷、楊月娥、劉幸宜、王淑芬、陳品蓁、陳育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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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青牧區 

活  水—賴源璋(長)、王浩政、劉光益、賴倚安、賴以諾、蘇俊安、蘇俊銘 

迦  南—賴婉玲(長)、王宜男、許貴真、王宇婕、鄭燕妮、林怡安、胡運生、 

林俞妗、李雅嵐、賴佩君、楊勝智 

磐  石—賴佳伶(長)、陳逸純、胡宇樂、胡宇嬡、吳天成、簡曉莉、謝永福、 

謝青恩、郭秀雀、劉浩晏、藍彥閔、劉浩光、王銓忠、鄭美如、 

黃舒暄、張梓涵、陳建良、陳 謙、陳允箴、林彩淑、王浩翔、 

高凱彥 

得  力—彭惠蓮(長)、余永禯、丁玉琳 

多  果—黃昱元(代)、林錦色、劉錦蓉、羅向安、羅 萱、鄭家禎、鄭偉銘、 

陳美月、鄭以葳、鄭允潔、黃敬約、黃敬恆、陳牧心、李環陵、 

李詩筠、吳宇倫 

恩  惠—翁倖誼(長)、黃之鶯、洪雅萍、游競雄、王贏志 

約書亞—蔡汶安(長)、吳崇仁、吳睿恩、尤麗亞、高家威、高彩雲、張雅欣、 

陳姿言、陳羿寰、高文輝、洪聰敏、洪欣寧、蔡文鈞、范文婷 

真  理—李仲頤(長)、陳永昇、賴勇誠、周贏文、石金枝、張宇晴、許聆爾、 

張以樂 

愛加倍—簡秋燕(長)、卞甄晴、卞永晴、楊哲南、張金平、楊澄薪、楊涵芸、 

黃惠謙、張碧如、許家甄、許家榕、倪詩語、游佩瑾、游博智、 

葉清弘、林美君、葉祥安、葉祥樂 

青少牧區 

耶利米—張意玟(長)、江忠蓊、羅莉緹、劉俊義、謝茂杰、李文翰、顧博元 

豐  盛—張惠雯(長)、李晨翰、張喜恩、李衍一、劉衍丰 

陽  光—蔡玉涵(長)、蘇佳錡、魏晨恩、陳佳琦、吳翔恩 

但以理—黃以安(長)、戴雨軒、戴雨婷、羅依誼、洪婉寧、王頌恩 

拿撒勒—陳諺樑(長)、江忠衛、彭敏捷、王浩威 

腓立比—謝鎮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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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車分配 
一車(牧者+葡萄樹+恩慈+耶利米＋但以理) （40 人） 

車長：張焜城 副車長：黃以安 小隊長：黃樹松、鄭明珠、詹小紅 

黃旭正、吳秀江、蕭瑞和、賴婉玲、蘇敏娟、廖松竹、黃弘義、蔡晴甫、

詹明莉、洪崇治、黃美惠、蔡吉雄、蕭彩謹、謝健助、李銘瓜、高謝敏敏、

TUNING ASRIANA、鄭芳蘭、鄭琇瑩、鄭麗瑛、陳伊俐、黃金治、鄭茉莉、

陳勵學、林董猜、董麥美枝、張意玟、賴勇誠、劉俊義、謝茂杰、李文翰、

顧博元、王頌恩、戴雨軒、戴雨婷 

 

二車(橄欖樹+據點+讚美+信望愛) （38 人） 
車長：張經宜 副車長：蕭錦泉 小隊長：張仁義、林秀英、戴文雄 

許維德、潘語豪、李麗英、陳明正、陳啟謙、游功彰、賴美蓮、劉戴月彩、

劉金菊、王曹梅、呂陳來富、吳碧枝、蔡林玉鳳、簡林淑子、鄭鴛鴦、 

宋建春、陳林貴娥、陳錦榮、許清河、許恩睿、許惟甯、黃素靜、 

李沈秀蓮、石阿燕、莊 菊、林靜江、林美蘭、蕭金蘭、周淑棉、陳月琴、

王月霞、黃巧恩、黃巧靈 

 

三車(石榴樹+光鹽+讚美+喜樂+彩虹) （38 人） 
車長：陳志中 副車長：陳秀慧 小隊長：李源灝、謝明堂、黃泰平 

謝英皆、謝育智、王聰輝、連碧玉、黃徽哲、黃清源、呂錦輝、謝清發、

王玉英、薛碧惠、陳美嬌、黃韻君、邱柳美惠、麥錦幼、范文美、范書涵、

張淑惠、吳鴛鴦、吳桂美、吳華鄉、趙秀琴、鍾嘉方、謝婷婷、吳名媛、

劉鳳連、張錦雲、吳貴光、吳李美珠、史美英、林淑敏、黃來鳳、許文豪、

周素雲 

 

四車(活水＋溫柔＋恩典) （38 人） 
車長：賴源璋 副車長：李秋慧 小隊長：游喬蓉、郭淑娟、吳紡秀 

王淑芬、賴倚安、賴以諾、劉光益、彭柔禎、郭淑珠、郭恩帆、彭建貿、

陳品融、謝羽婕、謝幸芬、吳淑年、謝陳寶鳳、吳振家、彭敏捷、吳添珠、

蘇佳錡、李淑權、黃振昌、黃晉泰、黃晉宥、楊秋荷、楊月娥、劉幸宜、

陳麗真、賴樹東、陳惠美、郭淑美、林長壕、方麗玲、郁素貞、蕭敏慧、

謝錫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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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棕櫚樹+感謝) （40 人） 
車長：阮慧娟 副車長：黃惠珠 小隊長：簡秀媛、王秀鳳、王宜男 

徐慕德、趙甘受、張義鷹、葉玉秋、石惠月、林竹龍、馮麗蘋、簡艷梅、

林寶蘭、張使華、王浩政、黃淑惠、趙惟琳、趙以恩、羅素真、張玉琴、

劉瑞玉、羅文宏、陳珠英、鄭美芳、林姿儀、林憶惠、王秀琴、王葉雪香、

陳逸純、胡宇樂、胡宇嬡、許貴真、王宇婕、胡輝煌、林學良、王秀賢、

李冠均、吳天成、簡曉莉 

 

六車(香柏樹+恩典+陽光+約書亞)（38 人） 
車長：唐 鈞 副車長：蔡汶安 小隊長：翁黃雅玲、洪聰敏、蔡玉涵 

張乃昌、陳必勝、梁世隆、何義圓、王仁傑、黃松美、陳祥寧、簡美鳳、

簡秀英、潘美惠、傅喜璇、游靜儀、游連枝、彭元妹、崔淑華、朱素芬、

田秀娟、陳佳琦、蔡太郎、余春蘭、蔡文鈞、范文婷、吳崇仁、吳翔恩、

吳睿恩、張阿雪、吳文益、羅佩萱、魏嘉賢、魏晨恩、洪欣寧、洪婉寧、

陳永昇 

 

七車(和平+約書亞+迦南+恩惠)（39 人） 
車長：翁倖誼 副車長：黃之鶯 小隊長：廖鴻文、陳美棗、尤麗亞 

潘貴美、石秀景、賴辰恩、陳姿伶、游碧麗、戴紋花、謝清靠、武香梅、

陳金芝、張李受、林華枝、楊淑貞、蔡錦祥、呂季儒、周佟文、張明福、

全秀玲、高家威、高彩雲、張雅欣、陳姿言、陳羿寰、高文輝、鄭燕妮、

梁玉枝、林怡安、胡運生、林俞妗、李雅嵐、賴佩君、楊勝智、洪雅萍、

游競雄、周淑女 

 

八車(彩虹+仁愛+豐盛)（42 人） 
車長：張惠雯 副車長：李秀芬 小隊長：何桂卿、丁麗美、李晨翰 

周靜羚、季丹慧、廖月女、王淑妙、王淑真、簡麗雲、王先雲、王韋程、

王以純、葉 雷、張永妹、劉月裡、王婷玉、吳月雲、杜碧鳳、陳彩霞、

潘春子、吳秀華、劉招治、賴氏玄、周孟霖、高庸端、林歐桃、楊倩熒、

楊文利、陳秋娜、金彧馨、金彧琪、梁艷旭、鄭 貴、李正義、王芳玉、

王麗芳、陳昭惠、李衍一、劉衍丰、王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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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車(多果+新生命+得力)（36 人） 
車長：鄭偉銘 副車長：王翠惠 小隊長：彭惠蓮、陳美月、林錦色 

李環陵、黃昱元、黃敬約、黃敬恆、劉錦蓉、羅依誼、羅莉緹、羅向安、

羅 萱、鄭家禎、鄭以葳、鄭允潔、陳品蓁、陳五子、陳育珮、陳啟祥、

陳牧心、李詩筠、吳宇倫、莊月英、葉凱莉、李貴桃、毛甄憶、江忠衛、

江忠蓊、陳慧敏、謝素雪、張娥君、溫佩汝、余永禯、丁玉琳 

 

十車(磐石+愛加倍+拿撒勒)（40 人） 
車長：賴佳伶 副車長：簡秋燕 小隊長：黃惠謙、劉浩光、謝鎮聰 

謝永福、郭秀雀、謝青恩、劉浩晏、劉省福、石煖瓈、藍彥閔、王銓忠、

鄭美如、黃舒暄、張梓涵、陳建良、陳 謙、陳允箴、林彩淑、王浩威、

王浩翔、高凱彥、卞甄晴、卞永晴、楊哲南、張金平、楊澄薪、楊涵芸、

張碧如、許家甄、許家榕、倪詩語、游佩瑾、游博智、葉清弘、林美君、

葉祥安、葉祥樂、陳諺樑 

 

福音車、自行開車：17 人 

     1 陳力源(駕駛)、林秀盡(車長)、曾其榮、曾黃素禎、蘇家顯、涂美香、 

    陳芳蘭 (7 人) 

     2 李仲頤(駕駛)、張宇晴(車長)、周贏文、石金枝、許聆爾、張喜恩、 

    張以樂(7 人) 

     3 蘇俊安(駕駛)、柯 勉(車長)、蘇俊銘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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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次分配 
(桌長職責：點算人數，帶領謝飯禱告，彼此認識) 

一桌（10人） 桌長：詹明莉 

黃旭正、吳秀江、張焜城、黃樹松、黃美惠、洪崇治、蕭彩謹、蔡吉雄、

賴婉玲 

 
二桌（10人） 桌長：蕭錦泉 

蕭瑞和、陳啟謙、李銘瓜、謝健助、高謝敏敏、TUNING ASRIANA、黃金

治、林董猜、董麥美枝 

 
三桌（10人） 桌長：蔡晴甫 

鄭明珠、鄭芳蘭、鄭琇瑩、黃弘義、鄭麗瑛、陳伊俐、鄭茉莉、陳勵學、

廖松竹 

 
四桌（10人） 桌長：王頌恩 

張意玟、賴勇誠、劉俊義、謝茂杰、李文翰、顧博元、黃以安、戴雨軒、

戴雨婷 

 
五桌（10人） 桌長：許維德 

張經宜、蘇敏娟、詹小紅、游功彰、賴美蓮、許清河、黃素靜、許恩睿、

許惟甯 

 
六桌（10人） 桌長：張仁義 

林秀英、潘語豪、李麗英、陳明正、戴文雄、劉戴月彩、宋建春、陳錦榮、

陳林貴娥 

 
七桌（10人） 桌長：林美蘭  

蕭金蘭、周淑棉、陳月琴、劉金菊、王曹梅、吳碧枝、鄭鴛鴦、蔡林玉鳳、

簡林淑子 

 
八桌（10人） 桌長：林靜江 

陳秀慧、莊 菊、薛碧惠、黃韻君、邱柳美惠、麥錦幼、石阿燕、 

呂陳來富、李沈秀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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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職責：點算人數，帶領謝飯禱告，彼此認識) 
 

九桌（10人） 桌長：王月霞 

黃徽哲、謝明堂、陳美嬌、黃巧恩、黃巧靈、謝清發、王玉英、范文美、

范書涵 

 

十桌（10人） 桌長：謝英皆 

陳志中、黃清源、呂錦輝、謝育智、許文豪、周素雲、張錦雲、吳貴光、

吳李美珠 

 

十一桌（10人） 桌長：王聰輝 

李源灝、黃泰平、連碧玉、吳鴛鴦、謝婷婷、吳名媛、史美英、林淑敏、

黃來鳳 

 

十二桌（10人） 桌長：李淑權  

黃振昌、黃晉泰、黃晉宥、吳桂美、吳華鄉、趙秀琴、鍾嘉方、 

張淑惠、楊秋荷 

 

十三桌（10人） 桌長：吳紡秀  

彭建貿、陳品融、謝羽婕、謝幸芬、吳淑年、謝陳寶鳳、吳振家、吳添珠、

蘇佳錡 

 

十四桌（10人） 桌長：李秋慧  

劉光益、楊月娥、劉幸宜、郭淑娟、彭柔禎、郭淑珠、郭恩帆、彭敏捷、

陳麗真 

 

十五桌（10人） 桌長：徐慕德  

石惠月、林竹龍、郭淑美、林長壕、方麗玲、郁素貞、蕭敏慧、謝錫鴻、

游喬蓉 

 

十六桌（10 人） 桌長：賴源璋 

王淑芬、賴倚安、賴以諾、賴樹東、陳惠美、趙甘受、黃淑惠、趙惟琳、

趙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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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職責：點算人數，帶領謝飯禱告，彼此認識) 
 

十七桌（10 人） 桌長：黃惠珠  

張使華、王浩政、張玉琴、劉瑞玉、羅文宏、陳珠英、鄭美芳、林姿儀、

林憶惠 

 

十八桌（10人） 桌長：阮慧娟  

彭元妹、游靜儀、游連枝、崔淑華、簡秀媛、馮麗蘋、簡艷梅、林寶蘭、

羅素真 

 

十九桌（10人） 桌長：翁黃雅玲 

陳祥寧、簡美鳳、簡秀英、潘美惠、傅喜璇、田秀娟、陳佳琦、朱素芬、

陳永昇 

 

二十桌（10人） 桌長：張乃昌 

陳必勝、梁世隆、何義圓、王仁傑、張義鷹、葉玉秋、羅佩萱、魏嘉賢、

魏晨恩 

 

二十一桌（10 人） 桌長：王秀鳳 

胡輝煌、王葉雪香、陳逸純、胡宇樂、胡宇嬡、林學良、王秀賢、李冠均、

王秀琴 

 

二十二桌（10 人） 桌長：蔡玉涵 

蔡文鈞、范文婷、蔡太郎、余春蘭、王宜男、許貴真、王宇婕、吳天成、

簡曉莉 

 

二十三桌（9人） 桌長：吳崇仁 

張阿雪、吳文益、吳翔恩、吳睿恩、蔡汶安、張雅欣、陳姿言、陳羿寰 

 

二十四桌（9人） 桌長：尤麗亞 

高家威、高彩雲、高文輝、唐 鈞、黃松美、洪聰敏、洪欣寧、洪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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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職責：點算人數，帶領謝飯禱告，彼此認識) 
 

二十五桌（9人） 桌長：李雅嵐  

賴佩君、楊勝智、鄭燕妮、林俞妗、梁玉枝、呂季儒、周佟文、林怡安 

 
二十六桌（10 人） 桌長：潘貴美、  

武香梅、游碧麗、戴紋花、謝清靠、陳金芝、張李受、林華枝、廖鴻文、

胡運生 

 
二十七桌（10 人） 桌長：周靜羚  

陳美棗、楊淑貞、蔡錦祥、張明福、全秀玲、潘春子、石秀景、賴辰恩、

陳姿伶 

 
二十八桌（10 人） 桌長：丁麗美  

高庸端、林歐桃、楊倩熒、楊文利、陳秋娜、金彧馨、金彧琪、王麗芳、

陳昭惠 

 
二十九桌（10 人） 桌長：李正義  

王先雲、王韋程、王以純、何桂卿、季丹慧、鄭 貴、梁艷旭、王芳玉、

鄭家禎 

 
三十桌（10人）  桌長：吳秀華  

李秀芬、劉月裡、王婷玉、劉招治、賴氏玄、周孟霖、吳月雲、杜碧鳳、

陳彩霞 

 
三十一桌（10 人） 桌長：彭惠蓮  

廖月女、王淑妙、王淑真、簡麗雲、葉 雷、張永妹、莊月英、余永禯、

丁玉琳 

 
三十二桌（10 人） 桌長：王翠惠  

陳慧敏、謝素雪、張娥君、溫佩汝、葉凱莉、李貴桃、毛甄憶、江忠衛、

江忠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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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長職責：點算人數，帶領謝飯禱告，彼此認識) 
 

三十三桌（10 人） 桌長：謝永福  

郭秀雀、謝鎮聰、謝青恩、藍彥閔、黃舒暄、張梓涵、王銓忠、鄭美如、

高凱彥 

 
三十四桌（10 人） 桌長：陳建良  

賴佳伶、陳 謙、陳允箴、林彩淑、王浩威、王浩翔、劉浩晏、劉省福、

石煖瓈 

 
三十五桌（10 人） 桌長：陳美月  

鄭偉銘、鄭以葳、鄭允潔、陳品蓁、陳五子、陳育珮、陳啟祥、陳牧心、

劉浩光 

 
三十六桌（10 人） 桌長：黃昱元 

黃敬約、黃敬恆、李環陵、劉錦蓉、羅依誼、羅莉緹、羅向安、羅 萱、

林錦色 

 
三十七桌（10 人） 桌長：簡秋燕 

卞甄晴、卞永晴、楊哲南、張金平、楊澄薪、楊涵芸、張碧如、許家甄、

許家榕、 

 
三十八桌（10 人） 桌長：黃惠謙  

倪詩語、游佩瑾、游博智、葉清弘、林美君、葉祥安、葉祥樂、李詩筠、

吳宇倫 

 
三十九桌（10 人） 桌長：陳力源  

林秀盡、曾其榮、曾黃素禎、蘇家顯、涂美香、陳芳蘭、柯 勉、蘇俊安、

蘇俊銘 

 

四十桌（10人） 桌長：翁倖誼 
張惠雯、李晨翰、李衍一、劉衍丰、王贏志、游競雄、周淑女、黃之鶯、

洪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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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介紹>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忠孝路教會 
忠孝路教會設立於 1957 年，甫於 2015 年完成新堂，總建坪達 2,620 坪，

然而正如詩篇所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忠孝路教
會在建堂的一路上經歷滿滿上主的恩典。 

建堂的發想最早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但在1999年台灣遇上921大地震，
忠孝路教會決定先轉向，重心轉往災區服事，建堂一事便暫時擱置一旁。然而教
會反倒領受加倍的祝福，奉獻更快速增長。就在 2004 年，臨近教會的一塊土地
待售，忠孝路教會得以順遂將建堂的資金撥去購置土地，成全現今的地坪大小。 

購置土地後，建堂基金所剩無幾，本想將土地上的建物以 3 千萬元的預算稍
作整修將就新堂用。然而上主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不僅收到一筆數額不小的奉
獻，建堂更從部份翻新到最後完全改建，相信其它所需用的上主必成就，終成就
了一件美事，以總經費 2 億 5 千萬元的金額完成了新堂。 

如今，我們教會也在建堂的冒險旅途中，我們不知道上帝的恩手會如何幫助
我們，但回首向來路，我們也是一再經歷上主的作為，期待我們一同去到忠孝路
教會，不僅得向他們取經，更重要的，我們得一同數算上主的恩典，在祂的殿宇
裡敬拜祂，並從祂支取更大的信心。 

 
○↑忠孝路教會外觀 

  
○↑忠孝路教會舊堂 ○↑忠孝路教會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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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后里馬場森林園區 
有多久沒能一別都市的繁忙，走進花香鳥語的世界了呢？生活中的忙碌是不

是也常常讓我們沒時間與上主親近了呢？這次一日遊另外一個不可以錯過的重
頭戲，就是台中花博恰好於 11/3 日盛大展開。「上主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在大
自然當中，我們得讚嘆美好的詩篇，享受上主的創造。 

我們這次安排去的是主展場「后里馬場森林園區」，這園區其實又由后里馬
場跟后里軍營(即森林園區)兩個歷史空間所構成。后里馬場最早是日治時期軍用
馬場，隨著軍隊科技化而逐漸沒落，但原有建築則陸續登錄成為市定古蹟，所以，
「走馬看花」之際，也別錯過好好欣賞這些古蹟建築喔！ 

1. 后里園區的花舞館：        花舞館預約 QRcode  

  展館分為兩個展覽空間–大圓「競賽廳」與小圓「蘭花廳」。 
  「競賽廳」為聆聽花開聲音的花
藝殿堂，邀請國內、外花藝大師，展
示巨幅花藝創作，讓民眾近距離感受
花藝大師詮釋大自然花開的崢嶸與綻
放；「蘭花廳」是溫室型建築的展覽館，
規劃為長期蘭花展，訴說台灣蘭花產
業如何成就『蘭花王國』的故事，藉
由數萬株各式珍貴而獨特的蘭花展示，
規劃出不同的主題來表現台灣蘭花產
業不同階段的發展，包括台灣蘭花原生種的生態與生存方式、產業栽培技術
的進步史、以及透過臺灣傲視全球的蘭花育種技術所培育出來的珍貴名花。 
 

2. 馬場園區的馬術競技場 

  馬術障礙超越賽是由選手騎著馬，
按照路線圖逐一跳躍場中的障礙，以扣
點最少者為優勝的比賽，是馬術賽事中
最刺激的重頭戲。半露天的場地可容納
一千個座位，花博期間這裡還有精彩的
馬術表演，一起來觀賞吧。 
 

  

 
○↑花舞館 

 
○↑馬術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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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森林園區的發現館及國際庭園 

  森林園區原為后里軍營陸軍裝甲旅的營地，過去長期閒置，營內本擁有
1900 多顆参天樹木，恍如森林般，搭配上各樣花卉將越發相得益彰。 

  

 發現館 
  以「未來之森」為展館設計理念，建材使用可回收性的再生塑材磚，建
置一座透空式建築，結合仿生態氣流通風樹塔，與現有老樹融為一體，並使
視覺穿透引入綠意，創造良好展覽空間，貫徹自然與人類共存，呼應園區共
生意象。 

  

 國際庭園 
  本次競賽包含歐美、亞洲等共計 30 個單位參展，每個展位 300平方公
尺，各庭園設計以庭園造景方式呈現各國園藝產業之發展以及文化的特色，
讓參觀遊客在此體驗迷人的世界風情。 

  

 故宮館 
  建築物內部規畫有:展覽空間、文創商店及後台作業區。 
  展覽空間以宋 吳琚<七言絕句>「日暖花香山鳥啼」詩句為主題，展示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歷代國寶級花鳥主題書畫文物的複製品，現場搭配花卉
植栽，營造花與自然的氛圍。 

  

  
○↑發現館 ○↑國際庭院之加拿大 

  

 

○↑小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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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活動> 

闖關活動─數字密碼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想必在遊覽車上都有拿到一張闖關 BINGO 卡吧！

想要成功讓 BINGO 連線嗎？想要知道怎麼樣才能拿到數字嗎？ 

  闖關 BINGO 的任務如下，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努力完成 3 條線吧！ 

 

第一關：原來我們這麼像 

1. 找到符合條件的人請對方在格子內簽名。(同一人不可重複簽名) 

以小明為例：小明跟阿華、志明都在社青的小組聚會，這次一日遊小明與 

小美都是坐第三車的 
題目 簽名格  爬格子起點 

同一個牧區 阿華  Ｂ 

名字中有同樣的字 志明  Ｈ 

搭坐同一車 小美  Ｉ 

    
題目 簽名格  爬格子起點 

同樣的性別   Ａ 

同一個牧區   Ｂ 

年齡個位數相同   Ｃ 

生日是同一個月份   Ｄ 

同樣的血型   Ｅ 

喜歡相同顏色   Ｆ 

有相同的興趣   Ｇ 

名字中有同樣的字   Ｈ 

搭坐同一車   Ｉ 

 注意：對方簽完名後，右邊的英文表是爬格子的起點，詳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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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到符合條件的人請對方在格子內簽名。 
A. 請順著路直直往下走，只要

一遇到岔路就要轉彎。 
B. 以右邊示意圖為例： 

以B為起點將拿到數字○8，以
I為起點則拿到數字○5 。 

C. 拿到的數字即可在闖關
BINGO紙上打圈。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8  ○13  ○14  ○6  ○16  ○2  ○12  ○1  ○5  

  

 

 

 

  

 

 

 

 以 B舉例： 

A  B  C 

 以 I舉例： 

G  H   I 

○8     ○13   ○14  

 
○1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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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大家在哪兒？ 

1. 照片中的物品在哪兒？麻煩大家找到物品並跟它拍照留念。 
2. 給牧師、長老或小組長認證簽名，簽名格旁邊即為拿到的數字。 

 后里園區 

 

簽名：         →○3  

 

簽名：         →○9  
 馬場園區 

 

簽名：          →○4  

 

簽名：          →○11  
 森林園區 

 

簽名：          →○7  

 

簽名：          →○10  

 

簽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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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歌詞 
1.聖詩 527 首  咱攏成做一家人 
 (台語) 

1. 咱攏成作一家人 因為耶穌  
因為耶穌 作上帝子兒  
咱攏成作一家人 因為耶穌  
因為耶穌 成作上帝的子民  
因為耶穌成作聖  
因為耶穌入光明  
因為耶穌咱有復活的人生  
歡喜享受主活命  
歡喜連結佇主疼  
因為耶穌豐盛產業主賜定  

2. 咱攏成作一家人 因為耶穌  
因為耶穌 作上帝子兒  
咱攏成作一家人 因為耶穌  
因為耶穌 成作上帝的子民   
因為耶穌同敬拜  
因為耶穌得慈愛  
因為耶穌彼此仁愛相款待  
有時歡喜同吟詩  
有時苦痛同傷悲  
因為耶穌相及艱苦相甘甜 

 

3.賜福與你(華語) 

願主的恩惠慈愛與你同在 
願主的靈時時圍繞 
恩典降下 賜福與你 
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 賜福與你 
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2.聖詩 527 首  我們成為一家人 
(華語) 

1.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2.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4.天父恩典真正大(台語) 

天父恩典真正大 日日在引導 
無論風浪或平靜 祂攏在作伴 
咱當算數祂的恩 日日用有剩 
使災禍艱難變成歡喜 煩惱變福氣 
祂的確引導 給咱恩典攏無息 
開咱的心闊 平安福氣有這呢大 
咱當謳咾 開聲吟詩  
給天地攏總相與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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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風風雨雨的時候  
才知道祢的溫柔 
多年前 幾年後  
仍然相信祢恩手 
一年年的長大 一次次的切慕 
祢都陪我 安慰我 憐憫我 
祢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疼我 引導我 保護我 
倚靠耶和華的人什麼也不怕 
倚靠耶和華 一個不撇下 
 
祢總不撇下我 永遠不離開我 
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 祢的恩典更多 
在這一切事上靠祢勝過 

6.真正好(台語) 

真正好 來信耶穌真正好 
真正好 來信耶穌真正好  
我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拜五 拜六 歸ㄟ禮拜  
真正好 來信耶穌真正好  
主耶穌真好 我袂來謳咾 
我ㄟ耶穌對我真好  
拿掉我的煩惱 乎我逐日笑 
我ㄟ耶穌對我真好  

7. 來到主前 

來到主的面前我們如活石 
一塊一塊建造成為主靈宮 
主的手在我們當中運行 
聖靈火要點燃復興我 
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神所揀選被贖的子民 
基督是磐石 
我們是教會 在這地發光宣揚主 

8.在這裡 

神的子民 合一聚集 
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 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在這裡 在這裡 
耶穌你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 我相信 
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 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9.一世人跟隨祢(台語) 

求你教示阮數算家己的日子  
互阮得到智慧的心  
因為佇你看千年親像過昨冥  
閣親像睏一醒  
阮一生誇口只有勞苦和憂愁  
緊緊過去無留什麼  
求你早起時用你慈愛充滿阮  
互阮一世人歡喜  
阮一生 欲跟隨你  
阮的心 獻上給你  
阮一生 欲跟隨你  
欣慕你 和你倚起  
阮一生誇口只有勞苦和憂愁  
緊緊過去無留什麼  
求你的美妙 惦佇阮的頂面  
願你的榮光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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