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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的人
「福氣」是聖經所關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

題。在整本聖經之中有108處談及「那人是有福
的」這樣的描述。上帝不僅關心我們的福祉，甚至
還指示人要如何得到福氣，得到福氣的途徑、方法
等等！很有意思，上帝不僅告訴你這世上有無價的
寶貝，還告訴你那寶貝藏在哪？要上哪去挖！

彼得所寫的這封信，告訴當時的基督徒們，
一個有福的人會有哪些特色呢？

（一）親愛和睦(彼前3:8~11)

這段經文提到「因為經上說」，這個經上是
指詩篇34:12~16。彼得引用大衛的作品，勉勵人
人若愛惜生命，想要得到享受美好的福份，那麼就
要謹慎自己，特別在控制舌頭「不出惡言、不說詭
詐話語」的這個部分，格外醒目！在3:10，讀來與
雅各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俗話說：「福雖未
至，禍已遠離！」雖然未必得著盼望的福份，至少
遠離了擾人的災禍！

逞口舌之快似乎是很多人共通的毛病，但是彼
得勸告我們：「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
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耶穌曾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承受地土。」這「溫柔」是指什麼？不是平常時，
乃是指「在遇到極度生氣、憤怒的時刻」來說的，
一個人是不是一個真正溫柔的人，不是看平常的表
現，卻要看「非常時刻」，基督徒蒙上帝的呼召，
是為了讓我們承受祂所命定的福氣，人唯有在經歷
過各式各樣的處境之後，還能堅定持守上帝的吩
咐，並相信上帝一定會祝福我們，唯有如此，人才
有勇氣與信心在患難中繼續堅持下去！詩篇128:1
說：「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

（二）熱心行善(彼前3:13~14)

彼得說要熱心行善！文中被譯為「熱心」一
詞的希臘文是zelotes；這字經常被譯為「奮銳
黨」。奮銳黨的人士，其實是一些狂熱的愛國者，
他們視死如歸，不惜捨棄家園、親友，而為國從容
就義。彼得在這裡的意思是：「學學那些奮銳黨人
吧！我們應以狂熱的愛國分子那股愛國之情，來熱
愛行善這件事。」一個人若充滿熱愛行善之心，那
麼，其他惡事對這個人勢必無能為力了。

彼得前書3:13~14說：「你們若是熱心行善，
有誰害你們呢？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
的。」我相信，有福的人所得著的福氣，是任誰也
無法奪去的，這是一種很出色的福氣，乃是「為義
而受苦，卻仍為有福。」親愛的弟兄姊妹，是否我
們渴望得到這樣的福氣呢？

（三）活潑盼望(彼前3:15~16)

彼得跟著便討論基督徒對受苦的態度：我們
身陷於兩類的苦難之中。第一類：因為我們是人，
故此便有「人」所受的苦難，如生、老、病、死、
精神上的壓力及痛苦等。另一類的苦難是因為信奉
基督而來，初代教會的信徒，堅持信仰的代價是
「賠上生命」！雖然苦難頻頻，但彼得卻說「苦中
之樂」仍「甘甜芬芳」，其理何在？

彼得對這問題的答案如下：基督徒以上帝及
耶穌基督為生活最高權威；他以透過基督所獲與上
帝的關係為重。如果人只關注於屬地的財物，及舒
適享受，那麼，他就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打擊而受傷
害的人，因為世上物質如過眼雲煙，轉瞬即逝。相
反地，人若心裏尊主基督為大，對這人來說，生命
中最寶貴的，乃是他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這關係
是世上任何事物也不能奪去的。

林憲懋牧師

彼得前書3:8~16



所以，基督徒雖然在苦難之中，但仍然福樂
滿盈。當他為基督的緣故而受苦時，他是表達向基
督的忠誠，同時，他是分享基督的苦難。當苦難是
由生、老、病、死而引起時，這對他生命中的寶
藏，絲毫無損。人人皆會受苦，但對基督徒來說，
任何苦難也傷害不了他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老實說，活在今天的我們，我們會為了信仰
的緣故而受苦，那似乎是離我們相當遙遠的一件
事。但是，可能會以一種別的型態來考驗我們，比
方說，我們有時候覺得要做事工，沒有很多人的參
與、似乎後繼無人、困難重重等，像這種時候，我

們和上帝的關係就顯得很重要了，無論身邊有沒有

別人，我和上帝的關係如何呢？我是否仍對上帝充

滿熱情，活潑盼望呢？我想這就很重要了。

如果我們每位弟兄姐妹，真的能夠做到，如

同我們在今天一起讀的彼得前書裡面所分享的這三

件事，那我們的教會就有福了！這三件事是什麼？

1.弟兄姊妹之間一定要「親愛和睦」，2.教會裡面
需要很多「熱心行善」的人，3.還要時時抱著打死
不退的「活潑盼望」，我相信，這樣的教會才能熱

絡起來！

【續聘】

(1) 馬偕醫院續聘彭榮恩牧師，任期自2017年
7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計3年。

【關懷牧者異動與總中會相關事宜】

(1) 安樂教會施佳僼傳道師2017年8月1日上
任。

(2) 松山教會閔恩源傳道師至2017年7月31
日離任。

(3) 關懷總會屬下社福機構：已由2017.7.19
第62屆第2次總會常置委員會會議案11
議決，星中負責認養關懷總會屬下社福
機構為台北婦女展業中心，關懷時間：
2017年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
［台基長(62)總常傳字第030號］函［收
66-187］

(4) 教牧進修：總會傳道委員會於2017年10
月3～12日舉辦2017年北美教牧進修。

1. 改派閔恩源傳道師至冬山教會自8月1日起。
2. 同意接納週美教會長執改選候選人報備：執事
就任時陪餐未滿兩年資格之鄭雅珍、羅家恩、
莊玟軒、莊宜軒等四人為本屆執事候選人。

3. 同意接納陳永光牧師申請盡程退休，並轉送
總會傳福會辦理。

4. 同意接納倪振義傳道師申請事假，自2017年
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並轉送星中傳

道部、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5. 同意接納洪曼玲牧師申請事假自2017年10月

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並轉送傳福會、傳
道委員會辦理。

6. 討論並辦理北二區、蘭陽區、基隆區申請宣
教事工補助，依預算補助每個區會4萬元。

7. 推派林憲懋牧師、沈俊成牧師、陳天來牧
師、楊啟仁牧師、劉啟清長老、陳美玲牧
師、陳惠玲牧師、王偉華長老、葉啟祥牧
師、林榮道長老，於2017年9月30日出席參
加「2017年國家祈禱早餐會」。

8. 委託鄭國展牧師負責組隊，參賽「第62屆總
會議長盃全國桌球錦標賽」。日期：2017年
10月20～21日(週五～六)，共兩天。地點：
五甲國小桌球體育館。

9. 同意報備利澤簡教會報備聘請非本宗講員林
純純牧師，於2017年8月27日主理主日禮拜。

10. 同意金包里教會報備延期半年內完成長執改
選。(依據行政法第97條「長老、執事應在任
期屆滿日前三個月內改選，期滿如未改選，
舊任長老、執事應擔任至新任產生為止，但
期間不得逾半年，逾期如尚未改選者，中會
應派員善處之。」)

11. 推派陳天來牧師、王偉華長老擔任台灣神學
院監選委員，佇2017年8月28日(一)監選聘請
舉行賴弘專傳道師為機構牧師。

【獻聘與續聘】

(1) 台灣神學院聘請賴弘專傳道師為機構牧
師，任期自2017年10月21日起。

(2) 東門教會聘請程仲惠牧師為第7任牧師，
任期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9月30
日止，計4年。

(3) 大直教會續聘主任牧師林憲懋牧師與教育牧
師吳昭誼牧師，任期自2017年10月1日起。

【關懷牧者異動】

(1) 南崁大安教會鄭元獻牧師於2017年7月31
日離任。

(2) 百福長老教會吳佩琳傳道於2017年7月31
日離任。

1. 討論第67屆第1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案。
2. 同意追認接納傳道師施佳僼於8月1日改派至
安樂教會。公決通過。

3. 推派林憲懋牧師、陳天來牧師、徐信得牧
師、許承恩長老、陳兩國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7年9月24日主持東門教會林瑞隆牧師
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4. 推派林憲懋牧師、陳天來牧師、方東三牧
師、王偉華長老、鄭穹翔長老擔任特會員，

中委會  >> 消息 >>

第66屆第10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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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0月22日主持東門教會程仲惠牧師
就任第7任牧師授職禮拜特會

5. 推派林憲懋牧師、陳天來牧師、葉啟祥牧
師、林榮道長老、鄭牧人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7年10月21日主持台灣神學院賴弘專牧
師封牧就任機構牧師授職禮拜特會

6. 接納報備聘請本宗退休牧師任職情形，依傳
福會規定，退休後在國內、外本宗或他教派
之教會及機構任有給職者，需提報至傳福會
暫停安養金發放。名單轉送傳福會辦理。

7. 追認接納傳道師李旻諺、潘叡儀、李信仁申
請牧師資格評鑑案

8. 推薦傳道師羅滋嶸、李旻諺、潘叡儀、李信
仁申請牧師資格檢定，送交總會傳道委員會
申請辦理。

9. 討論2018事工預定表行事曆。
10. 接納方馨詠牧師申請育嬰假，自2017年9月1
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並轉送傳福會、傳
道委員會辦理。

11. 推派副書記組成第67屆第1次中會選務小
組，邀請牧長、與中會傳道師進行籌備事
項，協助中會選舉事宜。

12. 討論聖誕節宴請退休傳教師時間地點案。
(1) 時間：2017年12月13日(三)上午11:00。
(2) 地點：海霸王北區旗艦店。

13. 推派林憲懋牧師、沈俊成牧師、劉啟清長老、
徐信得牧師、鄭忠仁牧師，擔任韓國首爾北中
會訪台籌備小組，安排行程住宿相關事宜。

14. 同意蘭陽教會報備2017年10月22日聘請非本
宗講員國際讀經會王茂彩姐妹主理主日禮拜。

紀念宗教改革500年

凱撒與上帝—英國宗教改革
梁唯真（雙連教會牧師，美國哲吳大學教會史博士〉

改教功臣，還是好色魔王？

當年在美國念博士班的時候，修了研究院院
長Dr. James Pain好幾門課。他的專長是東方基督
教、英國宗教改革、教父學等等，他是留學牛津的
哲吾高才生，但是我最羨慕的卻是—他在牛津讀書
的時候，《魔戒》的作者托爾金和《納尼亞》的作
者魯益師都正在牛津教書。大師親炙，何等幸福。

在我修習院長的英國宗教改革課程時，有一
回院長心血來潮，要我們一起念《亨利八世》的劇
本。由於我是全班唯一的女生，所以所有的王后與
女王都是我來詮釋，從凱薩琳王后，到安波琳王
后，到血腥瑪麗（英王瑪麗一世），都是我以不同
的音質來詮釋這些性格與作風迥異的名女人。其
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讓我被全班男同學調
侃整個學期的安波琳王后的名句—Henny, Henny, 
make me a queen!

這真是我們對亨利八世的種種誤解的代表性
印象啊！我們以為亨利八世為了愛情、或是好色才
不斷換王后，甚至西方世界渾稱他為「英國王室的
種馬」。這真是小看亨利八世與英國宗教改革的複
雜程度了。

傻瓜，問題在經濟！

其實宗教改革的火種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已
然埋下。對知識份子而言，是文藝復興帶來學術的
流通。對執政者來說，是逐漸興起的民族與國家意
識，以及想要拿回經濟、政治等等權力的渴望。對
一般人民而言，各行各業的興起，使他們不再閉塞
與保守。

對於一個國家的執政者而言，若是可以從教廷
奪回宗教、經濟、政治的權力，鞏固統治權力，並
且達成國家的富強，實是令人難以拒絕的誘惑。其
中，經濟佔有關鍵地位。但是，要有錢就必須從教會
收回稅收之權，而有錢就可以整建軍隊，並建設國
家。然而，有些國王或女王囿限於對信仰團體的忠
誠，或者糾結掙扎，或者不敢做得太明顯。但是，亨
利八世是位大膽的政治領袖，並且在各方面都精力旺
盛。他在位期間，英國王權大幅提升，中產階級對政

治的參與同樣提升。但是他也處死多位反對改革路線
的貴族、學者與宗教領袖，其中包括英國文藝復興泰
斗、《烏托邦》的作者湯瑪斯摩爾。

有人說，亨利八世加入宗教改革陣營的起因
是缺少男性的子嗣，但是換王后所需要的婚姻無效
的判決，這正是天主教會不會給他的。於是他拿回
教會的主導權，成為歐洲少見以政治領袖為教會之
首的英國國教的開創者。他用各種理由換王后，但
是很諷刺的是，繼承他王位的三個子嗣—愛德華六
世早逝；瑪麗一世違背父親的意願，嘗試回到天主
教會，並在惡病纏身中過世。而他過度大開大闔的
施政，也使國庫空虛，成為繼任者頭痛的問題。

虎父無犬女

或許，亨利八世留給英國最寶貝的禮物是開
始覺醒的改革靈魂，以及一個可以繼承他所有志業
的女兒，後來的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伊莉莎白繼承
母親安波琳的美貌與個人魅力，卻擁有父親的意志
與才能。她說︰「我父親是雄獅，我是小獅子！」
小獅子最終長成母獅，廣納謀士，整建海軍，守護
她的國家與人民，讓英國不再成為女王的嫁妝，而
能獨立自主於歐洲之外。她更贊助支持莎士比亞，
徹底改變英國文學與文化，體現文人的筆比劍更鋒
利的道理。她終生未婚，終結滿手血腥的都鐸王
朝，卻為英國贏來三個世紀的盛世，奠定日不落帝
國的基礎。

伊莉莎白一生對不同意見者的手段較父親與
長姐都更溫和，不輕易動用極刑。然而，卻有一
件事情，帶著不同的意味。當年許多改教者在英
國政治風氣丕變之時流亡各國，其中包括長老教
會創立者約翰諾克斯。諾克斯一生被三位瑪麗所累
――蘇格蘭王后瑪麗，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英格
蘭女王瑪麗一世。或者因為如此，他撰寫了《敵擋
恐怖女性統治的第一聲號響》（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uous Regiment of 
Women）。然而，不幸的是，書出版了，支持新教
的伊莉莎白卻繼位了。於是，有人懷疑約翰諾克斯
回英的船期延宕，和這本後世極少提及的著作大有
關係。但是，這卻是沒有人能確定的歷史公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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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我們敬愛的翁修恭牧師於
8/30安息主懷，旅世91歲。
翁牧師是本會第八任主任牧

師，牧養濟南教會2 1年。
1977年擔任總會副議長，不
畏當時戒嚴肅殺氣氛，他代

理議長與總幹事高俊明一起

發表〈人權宣言〉，為台灣

民主與主權發出先知性的呼

籲。9/24於本會禮拜堂舉行
告別禮拜。

2. 聖經研究班於9/2，9/9二個週
六上午研讀《約拿書》；秋

季班於9/10起開課。
3. 本會與大專中心輔導成立G 

Ground團契，九月起一起牧
養大專學生及畢契，歡迎青年

加入。時間：主日下午3:00，
地點：濟南教會教育中心，聚

會內容：敬拜、團契、牧養。

4. 9/10舉辦「神學禮拜日」，
主題：死刑與基督教的人權

觀。主講人：陳文珊老師 (玉

新任牧者介紹

民生教會 孫牧聲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五結教會 林柏青牧師

孫牧聲 牧師

林柏青 牧師

回應主愛的人生

吾生於1956年3月29日
出生在台北市，建中，大同
工學院電機系畢業。

退伍後進入新竹科學園
區任電腦工程師，職業生睚
涉獵電腦、半導體、DVB-T
數位電視發射機等領域，
2002 /2 /25帶領台視、中
視、華視工程師到德國慕尼
黑，將台灣首座數位電視發
射機引進台灣。

大二因陪同學到士林教
會聚會，就留在教會，直到46歲讀神學院為止。
由陳惠南牧師主持受洗及婚禮，31歲與師母古雲
琴結婚，育有一兒子已在工作，目前母親也與我
們同住。

家父於1997年去逝，在人丁稀少的家庭，感

謝上帝、教會弟兄姊妹幫忙，一切喪禮事宜順利
完成，這讓我對上帝及兄姊的愛非常感恩，也願
意一生學習回應基督的愛。

教會資歷

在士林教會聚會時期擔任關懷同工，經
歷執事與長老的職務。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2002~2005)，彰化中會梧鳳支會擔任傳道師及
牧師，並升格堂會就任第一任牧師(服侍共9年)。
2017/12/18七星中會民生教會(支會)恢復禮拜並
就任牧師。

感言

感謝原先民生教會會友的基礎，及所有幫助
疼愛我的先輩、朋友、母會松山教會的支持，出
身士林教會的鼓勵，讓我們可一步一步向前走，
希望民生教會不久恢復成健康的堂會。

感謝家人的支持付出，讓我可專心牧會，相
信『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的益處』，教會是
主耶穌的新婦，謝謝大家的關心，願主賜福大家！

林柏青，高雄茄萣鄉
人，出生於1976年，2007
年畢業於台南神學院；太太
張簡麗琪，高雄大寮鄉人，
出生於1974年，2006年畢
業於台南神學院。

分派至台北中會救恩教
會兩人共同牧會，經傳道師
三年後封牧，至今共計在：
北中救恩4年；高中凱旋2
年；屏中恆春4年。

感謝上帝的憐憫與恩
典，因祂的揀選，使我們有
份於祂的聖工；也衷心感謝

神，祂常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得勝有餘！

我們夫妻一同牧會至今已經邁入第十年，
在這期間有很多的學習與被上帝修剪與建造，同
時也體會牧會的甘甜與喜樂，過程中總是看見上
帝的作為與會友們愛上帝的心，時常被此激勵不
已。

牧會過程中，上帝陸續給我們寶貴的產業
(允恩小學四年級＆允信小學一年級)，他們已漸
漸成長，與我們一同牧會。

感謝上帝，我們於2017年4月02日就任於羅
東教會傳道牧師，並派駐於五結教會，因著神的
恩典讓我們加入七星中會這個大家庭。

深信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為了述說上帝
在我們身上所做成的工，祂揀選我們並訓練我們
這卑微的僕人，希望成為合乎祂使用的器皿，在
各地宣揚主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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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學院助理教授 )。主持
人：葉浩老師 (政治大學政治
系副教授)

5. 9/16-17國際古蹟日，本會
開放參觀導覽。9/17下午舉
行2017古蹟寫生比賽頒獎典
禮。

6. 9/19北一女學生前來本會參
訪，除了認識我們教會之
外，並邀請台灣大學花亦
芬教授演講「文字的力量~
從馬丁路德翻譯德文聖經談
起」。

7. 9/23(六)9:00-17:00在本會禮
拜堂舉行台灣公共神學研討
會。「500年改革：信仰，改
革與意識形態的挑戰」為何有
些基督徒支持納粹政權？為何
一些基督教團體支持有害的意
識形態呢？面對這樣的意識形
態，教會該如何共同努力改
革？演講者：Rev. Dr. Heike 
Springhart、Prof. Dr. Clifford 
Anderson、Prof. Dr. Stephen 
Lakkis。與談人：花亦芬教
授、姚立明教授。

8. 10/1(日)6:30pm於本會禮拜
堂舉行「十月份神學禮拜
日」，邀請新約學博士、聖
經公會聖經翻譯研究員蔡銘

偉牧師前來分享「台語聖經
翻譯史」。

9. 10/29(日 )上午9:00舉行宗
教改革500週年紀念禮拜，
由 Prof. Dr. Volker Leppin / 
Universität Tübingen 講道，
講題：宗教改革與整個基督
宗教的福音。

10. 10/29(日)下午13:00舉辦濟南
講座，由東吳大學德文系主
任廖揆祥教授主講，講題：
從建築角度看德國歷史與文
化之發展。

11. 10/29(日)下午14:00舉行宗
教改革500週年紀念講座，
由 Prof. Dr. Volker Leppin / 
Universität Tübingen 主講，
講題：宗教改革、馬丁路德
的靈修根源以及對於教會與
社會革新的影響。

【中山教會】

1. 中山教會設教於1947年12月
15日，今年將慶祝設教70週
年。建築物教堂本體已有80
年的歷史，於民國87年(主後
1988年)10月14日公告為市定
3級古級。

2. 9/8松梅大學於禮拜堂舉行開
學禮拜。

3. 9/15-17邀請紐約恩光教會

張景祥牧師主領培靈會。時
間、主題及經文如下：
9/15「建立個人的祭壇一至
好朋友就是耶穌」 (約翰
15:14~17）

9/16「建立家庭祭壇－全家
歸主」(提後1:3~7；羅馬
16:3~16）

9/17「認識三一真神上帝」
(啓4:1~3；5:1~10)；

「認識聖靈」(約16:7~14)
4. 9/16全國古蹟日--古蹟開門；
本會為市定三級古蹟，配合
台北市文化局開放民眾參
觀，有招募義工數名接待民
眾參觀，並辦理有獎徵答及
多項紀念品，吸引民眾前來
參訪。

5. 10/15舉行設教70週年園遊
會，義賣所得將奉獻本會建
堂購地基金。

6. 兒主合唱團「多元智能師資
培訓課程」於9/24、10/22、
11/26、12/17(禮拜日)下午
2:30~4:00由紀華冠音樂博士
免費教學。

【民生教會】

1. 8/12民生教會舉辨宜蘭梅花湖
野外禮拜，並訪問冬山教會。

2. 9/3舉行幸福小組結業式。

【區會消息】

1. 11/13(一) 18:30在古亭教會召
開區會。

【台北和平教會】

1. 10/18(三)重陽敬老活動-宜蘭
一日遊。

2. 11/04(六)9:00創世記查經-蔡
茂堂牧師主講。

3. 11/11,18,25(六)19:30洗禮學
道班。 

【台北東門教會】

1. 9/12(二)程仲惠牧師接受台北東
門教會第七任主任牧師獻聘。

2. 9/24(日)中午全教會為林瑞隆
牧師、Kino牧師舉行歡送會。

3. 9/24(日)14:00舉行林瑞隆牧
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義光教會】

1. 10/01(日)主日禮拜-歡慶中秋
團圓餐會。

2. 10/07(六)假金山區燭台雙嶼-
獅頭山公園舉行10月份舉目
向山祈禱會。

3. 10/08(日)主日禮拜舉行松年
主日暨重陽節感恩禮拜，直笛
班獻詩發表。

4. 10/25(三)中午12點協辦「為
世界公義和平祈禱會」。

5. 10/27-30(五-一)本會邱牧師與
長執會友出訪韓國姊妹教會。

6. 11/04(六)假「雙溪公園」舉
行11月份舉目向山祈禱會。

7. 11/22(三)12:00於義光禮拜堂
舉行11月份為世界公義和平祈
禱會。

8. 11/26(日)邀請鄭智仁音樂創作
家於門徒培訓時間專題演講。

【仁愛教會】

1. 9/16開始4次小組長訓練： 
9/16  (六) 9:30~12:00 
9/23  (六) 9:30~12:00 
10/14(六) 9:30~15:00 
11/ 4 (六) 9:30~15:00 
地點：教育館。

2. 10/8(日)安排城東City Boys詩
歌見證禮拜。

3. 10/27(二)9:30-10:30松大關懷

表演：基隆恆安養護中心。
4. 10/28(六)8:30兒童主日學與
青少年小組聯合舉辦福州山踏
青。

5. 11/25(六)年度事工研討會：
2017年度事工檢討與2018年
度事工計畫。 

【安和教會】

1. 11/11(六)9:00將舉行「事工研
討會」。

2. 成立台語聖經朗讀班，於每週
六晚上八點到9:20在禮拜堂舉
行，使用台語漢字本、現代台
語譯本。

3. 10/15(日)在八里教會舉行會
外禮拜，下午到13行博物館
參觀以及樂山教養院參訪。

4. 10/21-22(六日)社青小組和幼
兒合唱團鎮西堡兩日一夜遊。

5. 10/21(日)15:00-17:00在本會
主堂舉辨社區音樂會【社區禮
讚音樂饗宴】。

6. 11/12(日)音樂佈道會。
7. 11/19(日)感恩節特別禮拜。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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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教會】

1. 10/1聖禮典。
2. 10/8西乃團契主日、重陽節。
3. 10/15野外禮拜。
4. 10/21全人基金會社區成果發
表會。

5. 10/29主日學主日。
6. 11/5攝影團契主日 (愛餐 )、
十一月份定期任職會。

7. 11/18(六)09:00~16:00【年度
事工研討會】。

【永吉教會】

1. 10/1和11/26週日的下午1點舉
辦社區健康講座，主題:運動
與失智、如何預防跌倒，專業
教師內容實用活潑。

2. 10/22(主日)舉辦年度野外禮拜：
台中一日遊，並至台中忠明長老
教會作主日崇拜、交誼。

【松山教會】

1. 本教會訂10/1(日 )為松年主
日，由松年團契負責第一場禮
拜之服事。

2. 本教會訂10/8、10/15、10/22
與11/5週日下午12:30-2:30要
邀請台神客座教授孫寶玲教授
（前新加坡神學院院長）主講
「啟示錄」。

3. 本教會訂10/15(日)為主日學
主日，由兒少牧區負責第一場
禮拜之服事。

4. 本教會訂10/22(日)要舉行洗

禮與聖餐。
5. 本教會訂11/26(日)要舉行感
恩節聯合禮拜。

6. 本教會訂11/12(日)下午12:30
要邀請台神魏連嶽教授演講。

【週美教會】

1. 10/21(六)晚上7:30~8:30舉行
屬靈生命奮興培靈會，邀請彰
化中會員東路教會劉德行牧師
主禮。

2. 10/22(日)上午10:00舉行設教
55周年感恩讚美禮拜。

3. 11/5(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新任
長執就任式。

4. 11/26(日)中午舉行感恩節主
日愛宴(一戶提供一道菜)。

【城東教會】

1. 本會聖歌隊將於9/27(三)下午
前往基隆監獄做詩歌服事，願
主帶領拯救失喪靈魂。

2. 本會將於10/16起整修禮拜
堂，請會友為裝修關心代禱奉
獻，願主賜福。

3. 本會將與北二區聖餐主日同
步，於10/22第四主日舉行聖
禮典，邀請慕道友報名幼兒、
成人洗禮和堅信禮。

4. 本會將於是10/29第五主日邀
請邀請美國香柏樹音樂作曲家
吳英俊宣教士來見證分享與獻
詩。

5. 本會將於11/5第一主日召開任
職會，檢討與編列預算、討論
明年度事工，求主帶領。

6. 本會將於11/19第三主日邀請
本會前駐堂陳正憲牧師講道，
願主賜福。

7. 本會將於12/10第二主日邀請
卓忠敬牧師與八角塔合唱團來
講道與獻詩，主題：當「八角
塔」遇見「基督是主」，歡迎
來聆聽。

8. 本會方牧師將於12月底結束
在本會15年的牧養，前往總
會平安基金會(平安園)服事。
我們也成立聘牧小組，請為我
們聘牧事工禱告，求主帶領合
神心意的牧者來牧養。

【台北大安教會】

1. 9/29-30(五-六)葉明翰牧師佈
道會。

2. 10/1(日)將舉行今年度第5次
聖禮典。

3. 10/13-14(五-六)夫婦團契將舉
辦「愛的喜宴」，為結婚逢
「五」週年的夫婦慶祝。

4. 11/11(六)19:00在本教會7樓
禮拜堂舉辦「音為有祢－梁文
音金曲晚會」。

【南崁大安教會】

1. 籌備中的財團法人將在12月
底完成設立。

2. 接納林口大安教會為子會，並
承報中會核準。

【古亭教會】

1. 10/01(日)下午舉辦全教會中

秋烤肉活動。
2. 10/15(日)參加深澳漁港淨灘
活動。

【台北公舘教會】

1. 9/30(六 )青年舉辦中秋節活
動。

2. 10/01(日)中山教會青年合唱
團來本會演唱。

3. 10/15(日)舉行長執改選。
4. 10/21(六)在本會舉辦2018年
事工研討會。

5. 10/22(日)重陽節慶祝會。
6. 10/29(日)舉行全教會大掃除。
7. 11/6~8(一~三)松年大學戶外
教學前往花蓮之旅。

8. 11/26(日)感恩節禮拜，邀請
展翅天使表演團來表演，並分
享生命感恩的經歷。

【深坑教會】

1. 9月份前往二個家庭做家庭祝
福禮拜。

2. 9/17(日 )下午弟兄姊妹一起
探訪四位長輩(行動不便的長
者)。

3. 9/17(日)舉辦每季一次愛筵。

北四區  >> 消息 >>
白玉滿 牧師

【內湖教會】

1. 9/5主日有五名受洗(1名成人
洗，4名幼兒洗禮)。

2. 9/20~22(三~五)有8位婦女姊
妹參加七星中會婦女部舉辦的

關懷之旅。
3. 9/24(日)主日後舉行長執訓練
會，研讀《基督徒一定要上的
12堂基要真理》。

4. 10/15(日)邀請鄭明堂老師前
來主理福音音樂會。

5. 10/18~19(三~四)松年團契兄
姊共21人參加星中松年部舉
辦靈修之旅。

6. 10/22(日)長執改選。
7. 11/19感恩節主日，邀請正賢
和品佑感恩見證。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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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德教會】

1. 12/10本堂舉行聖禮典，小會議
長康寧街教會張恩耀牧師主禮。

2. 12/23(六)晚上七點，本堂與
成福里里辦公室合辦聖誕慶祝
晚會，於南港花園社區活動中
心舉行，請代禱。

【南港教會】

1. 本會於10/29重陽節，教會
為70歲以上長者贈送禮金，
並與廣青基金會在本會下午
12:30播映身心障礙影片，此
次播映「小碧的舞者夢」，紀
錄一位紐西蘭四歲女孩因雙腳
畸形而截肢，靠著樂觀與努
力，成為小小運動員。另一部
紀錄台灣視障孩子岳駿，願望
實現得以與四分衛樂團一起開
演唱會，這部「小小鼓手」影
片讓人看見分享幸福的愛。歡
迎兄姐同來欣賞這兩部精彩
影片，廣邀會友與社區朋友參
加，願主賜福。

2. 本會於10/15教育事工主日，
當日為親子禮拜，邀請主日學
小朋友參與主日禮拜之讀經、

禱告、司獻、招待、敬拜讚美
等服事。

3. 本會於11/25上午9:00~17:00
於台灣自來水公司汐止營運所
舉行全教會年度會議，針對
2017年事工檢討及2018年事
工計劃及彼此分享與關心。

【水源教會】

1. 新年度事工研討會於10/8(日)
下午2點在教會舉行。

2. 童軍團集會於10/21(六)前往
關西教會進行客家巡禮。

3. 攝影小組於10/27、11/24和
12/22週五晚上7點30分在教
會聚會，歡迎對攝影有興趣的
朋友參加。

4. 讚美操於每週一至週五早上
6-7點在汐止運動公園練習，
歡迎早起朋友參加。

【錫安教會】

1. 兒童主日學將於11/18(六)上
午10:00-12:00舉辦週末營，
內容有律動、故事及手作，活
動結束後備有點心，歡迎國小
1-6年級學童踴躍參加，活動
全部免費，報名網址：https://

goo.gl/SK4c0X
2. 本會總務組預定11/26(主日)
下午進行全教會年終大掃除，

請會友共同參與協助，共同維

護教會環境。

3. 2018年事工研討會訂於11/11 
(六)於汐止教會舉行，各事工
部及團契請先討論今年度事工

報告與明年度的事工計劃及預

算，並儘快交給戴晨陽長老，

以便彙整資料。

【松安教會】

1. 十月第一主日(10/1) 松年事工
紀念主日，本會敬贈70歲以
上長者重陽敬老禮金，祝福長

輩們身心靈健康！願主賜福！

2. 本會將於10/15(日)前往雙連三
芝安養中心舉辦野外禮拜與參

觀，並於下午前往瑞芳深澳漁

港參加星中教社部淨灘活動。

3. 原訂9/23(六)召開第三次長執
會暨2018事工研討會，改至
10/21(六)下午2:00召開。

4. 11/19主日舉行感恩節台華語
聯和讚美禮拜暨聖餐。

【基隆教會】

1.  10/1舉行聖禮典，也為不便
外出的兄姊，安排前往府上
舉行聖餐禮拜。

2. 本會於10/8-9(主日下午至週
一)舉辦「輕鬆完成大使命之
翡翠灣任務～退修會」，地
點：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3. 十月份第三主日(10/15)「教
會教育事工紀念主日」。由主
日學老師與小朋友一起服事。

4. 十月份第四主日(10/29)邀請
台灣神學院院長陳尚仁牧師
蒞會講道。

5. 11/26主日禮拜後，至鄰近社
區發福音單張。

【深美教會】

1. 10/01頒發青少年獎助學金。
下午長執讀書分享會。

2. 10/22客家宣教主日，賴德卿
牧師至本會請安、報告、證
道及為客宣募款。

3. 10/29重陽敬老主日。下午兒
主、青少契《傳愛》社區關
懷活動。

4. 11/4(六)召開小會、11/5(日)
召開長執會、聖禮典，下午

長執讀書分享會。
5. 11/11上午10時-下午3時舉行

2018年事工研討會。
6. 11/12 台神奉獻主日。下午門
訓(二)門徒班課程。

7. 11/19 舉辦野外禮拜。
8. 11/26 感恩節主日。

【正濱教會】

1. 社區兒童事工『週末奧林匹
克數學班』，採小班制(10-
15人，指導老師：江筱婷，
助理老師：陳正浩，學費全
免。上課時間：每週六下午
1:00-2:00

2. 新學期正濱教會參與正濱國
小(小一班)生命教育課程，時
間每周二上午7:30-8:30。

3. 2017/12/9-16日社區成長班
預定，舉辦聖誕節前『花語
系列』拼布小品觀摩展。

4. 預定12月舉辦2017「普世之
光」點亮正濱騎樓。懸掛燈
飾，迎接救主降生，以LED
燈繞聖誕樹造型懸掛大柱。

5. 12/23報佳音活動：親訪醫院
報佳音(或安養中心)。

6. 12/24主日後在教會騎樓辦

『聖誕好厝邊』愛餐，邀請
鄰舍共享基督愛宴。

【金包里教會】

1. 2017年長執選舉已順利舉
行，定於11月12日就任。

2. 擬於12/24（日）下午假金山
區中山堂辦理聖誕節活動。

【暖暖教會】

1. 恩惠小組開始聚集；暫訂每
月一次。分為暖暖牧區暖暖
小組、過港牧區寧靜小組。
碇內牧區幸福小組、瑞芳牧
區我愛四腳亭小組。

2. 每週二晚上8:00-9:00舉行
十二籃恩惠禱告學校。

3. 本會教育部「恩惠學院舊
約導論『摩西五經』」於
9/13(三 )晚上7:30-8:30開
課。

4. 老舊建物法規鬆綁：暖暖已
22年：正式申請增建1-5樓電
梯、建物漏水改建和整修、
電源分流六個電表。預算約
400萬。將由會友認領奉獻；
以及建堂基金支付。敬請大
家為暖暖教會申請、施工安
全關懷禱告。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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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教會】

1. 8/26下午3:30-6:00頭城教會在頭城火車站前廣
場舉辦平安七月暝回顧

一、前言

台灣民間傳說，在農曆七月是鬼門開的時
期，許多陰間的鬼魂都會被放出來到人間。因著
人們對陰間鬼魂的懼怕，許多的禁忌和轄制，都
成為民間的習俗。人們在這個月內，諸事不宜，
如：不能嫁娶，不能搬家，不能看醫生，不宜外
出遠行…。因著心裡的不平安，人們透過普渡的
方式，向鬼魂祭拜獻供品，希望能藉此得到平
安。尤其頭城地區，更有搶孤的活動，人們倣效
著鬼魂的樣式去爭奪的供品祭物。屬靈的天空在
此被厚厚遮蔽，人們因不認識基督的福音，心裡
反而沒有真正的平安。

二、目的

i. 透過詩歌敬拜音樂會的方式，使頭城地區人
們感受平安的氛圍。

ii. 教會同心合一為頭城地區代禱，求神賜福這
地。

iii. 佈道會的方式，傳講福音和見証，使頭城的
百姓認識福音，為福音撒種，領人歸主。

iv. 蘭陽區教會合一的福音事工，建立地區教會
間彼此的連結

三. 成果報告

2. 10/1本教會舉辦中秋節福音烤肉餐會。
3. 10/8蘭陽區基甸會來本教會募款。
4. 10/22聖經公會來本教會募款。
5. 11/12本教會舉行執事選舉。
6. 11/26本會舉行感恩節主日。

【五結教會】

1. 為教會建堂事工的進度與所需金額募款禱告。
2. 為教會長者健康促進活動之活動空間與活動金
費禱告。

【蘇澳教會】

1. 教會外掛電梯暨禮拜堂整修工程已於9月4日開
工，含帶外牆、一樓浴廁、親子室及禮拜堂輕

鋼架天花板整修，總工程費用約需四百二十萬

元，請關心及代禱。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蘭陽區  >> 消息 >>
陳永光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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