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直教會 2023年 1～3月行事曆 

 

 

月 日 講          題 聖           經 講    道 司  會 司      獻 領  唱 司  琴 招待+關懷 電 腦 愛筵同工  

一  
  

月 

01   吳昭誼牧師 翁子文 謝書瑀、吳承叡 周南希 展銘、易之 永發+韻純/麗麗 士菱 暫停 

08 像極耶穌的關懷方式 路加福音4：18～19 黃恩德牧師 吳承叡 陳鈺婷、王白雲 張穎文 展銘、易之 銘柱+白雲、貴珠 曉軍 暫停 

15   姚復鈞牧師 柯美伊 翁子文、陳宝穎 黎小慈 展銘、易之 麗麗+麗純/奇璋 宜雲 暫停 

22 上帝給我們的珍貴禮物 詩篇19：1～6 林憲懋牧師 新春稱謝禮拜（聯合禮拜 10：00開始） 

29 耶穌的「選人之道」 路加福音6：12～16 林憲懋牧師 謝書瑀 林家民、柯美伊 余文藝 展銘、晉瑜 豐收小組/麗純 書豪 暫停 

二  
 

月 

05   姚牧鈞牧師 劉秀娟 吳承叡、翁子文 李聖文 以則 大學小組/職青小組 士菱 暫停 

12   吳靜昀師母 陳鈺婷 林恩琪、柯美伊 周南希 展銘、文藝 芳柳+桂香/更新小組 曉軍 暫停 

19   姚復鈞牧師 蔡錚惠 謝書瑀、林家民 林書華 展銘、承允 銘柱+白雲、貴珠 貞臻 暫停 

26   連仰明牧師 陳宝穎 王白雲、陳鈺婷 劉大可 展銘、承允 永發+韻純/麗麗 書豪 暫停 

三  
 

月 

05   吳昭誼牧師 林家民 林恩琪、吳承叡 陳宝穎 以則 大學小組/職青小組 士菱 暫停 

12   姚復鈞牧師 王白雲 陳宝穎、柯美伊 張穎文 易之、承允 貴珠+芳蓮/麗純 曉軍 暫停 

19   黃志靖長老 林恩琪 林家民、陳鈺婷 余文藝 展銘、晉瑜 天天得力小組 貞臻 暫停 

26 「忠心又正確」的事主態度 路加福音9：51～62 林憲懋牧師 翁子文 王白雲、謝書瑀 劉大可 展銘、易之 芳柳+桂香/更新小組 書豪 暫停 
 
 

 

月 日 摘             要 講       題 聖       經 宣      召 啟應 講   道 司 會 司 琴 獻詩 影音 司     獻 招待+關懷  插花 

一  
  

月 

01 新任執事、首長設立、任命、洗禮(聖餐)   以賽亞書55：6-7 05 吳昭誼牧師 孫明宗 莊雅瑄 聖歌隊 斌洲、銘柱 蔡美端、胡愫媛 豐收小組/富美 許玲玲 

08 長執會、小會 像極耶穌的關懷方式 路加福音4：18～19 詩篇24：3-5 06 黃恩德牧師 周郁伶 賴美如 聖歌隊 冠仁、大可 張玉治、廖斌洲 桂昭+崑泉/翠惠 蔡美端 

15  為主做「得人漁夫」 路加福音5：1～16 詩篇25：8-10 07 林憲懋牧師 張玉治 陳祈欣 聖歌隊 仁禎、愫媛 潘曉嫈、周郁伶 玉招+愛玲/美都 蔡賽霞 

22 新春稱謝禮拜（聯合禮拜，10：00） 上帝給我們的珍貴禮物 詩篇19：1～6 詩篇95：6-7 08 林憲懋牧師 吳昭誼 莊雅瑄 聖歌隊 宜雲、文賢 張玉治、廖斌洲 光智+富美/豐沛小組 蔡賽霞 

29  耶穌的「選人之道」 路加福音 6：12～16 詩篇145：18-19 09 林憲懋牧師 李青峰 詹淑芳 聖歌隊 美端、銘柱 潘曉嫈、周郁伶 以斯帖小組 蔡賽霞 

二  
 

月 

05  基督的「全能權能」 路加福音 7：1～17 詩篇95：1-3 10 林憲懋牧師 蔡美端 賴美如 聖歌隊 斌洲、大可 張玉治、胡愫媛 玉招+愛玲/富美+翠惠 許玲玲 

12 組織會、小會 人的想法；神的方法 路加福音7：18～35 詩篇96：1-2 11 林憲懋牧師 潘曉嫈 莊雅瑄 聖歌隊 冠仁、愫媛 蔡美端、周郁伶 喜樂小組 蔡賽霞 

19 2023信徒和會 得著主愛，才有新生 路加福音 7：36～50 詩篇100：1-3 12 林憲懋牧師 胡愫媛 莊雅瑄 聖歌隊 仁禎、文賢 廖斌洲、張玉治 豐盛小組 許玲玲 

26 2/26～2/27第 4屆夫妻營   詩篇100：4-5 13 連仰明牧師 林憲懋 陳祈欣 聖歌隊 宜雲、銘柱 胡愫媛、蔡美端 光智+富美/豐沛小組 蔡美端 

三  
 

月 

05 婦女事工紀念主日   詩篇105：1-2 14 吳昭誼牧師 許愛玲 賴美如 聖歌隊 斌洲、大可 潘曉嫈、周郁伶 以斯帖小組 蔡賽霞 

12 長執會、小會 迷信與信心 路加福音8：40～56 詩篇108：3-4 15 林憲懋牧師 廖斌洲 盧易之 聖歌隊 冠仁、愫媛 蔡美端、張玉治 建中+秀華/桂昭+崑泉 蔡美端 

19    詩篇113：1-3 16 黃志靖長老 姚復鈞 楊幼棻 聖歌隊 仁禎、文賢 廖斌洲、胡愫媛 喜樂小組 蔡賽霞 

26  「忠心又正確」的事主態度 路加福音9：51～62 詩篇117：1-2 17 林憲懋牧師 孫明宗 盧易之 聖歌隊 宜雲、銘柱 潘曉嫈、蔡美端 豐盛小組 許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