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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裏王」有一則廣告。一個新人跟著老鳥

一起去拜訪客戶，在樓下換證件時，老鳥提醒新

人：「絕對不要讓客戶知道你幾歲，他們會小看

你」。客戶副總出現時，老鳥搶先介紹新人，新

人禮貌的說了「請多指教」，副總瞄瞄新人，開

口：「你看起來很年輕，幾歲了？」新人想著老

鳥剛才的提醒，嚥嚥口水：「我也不知道」。副

總轉身離開，老鳥責備：「怎麼會有人連自己幾

歲都不知道」.....「怎麼真的會有人問？」

在某個程度上，我能認同這位新鮮人的感

受。剛剛畢業時，大家看你，嘴上不說，但彼此

心裡都知道在想甚麼，對方那種「你好年輕阿」

的態度，連講話都能掛在嘴邊，只差沒說出口；

畢業幾年，雖然也不老，但還是可以聽到別人說

「你怎麼這麼年輕」。年輕這個詞一開始聽來是

讚美，畢竟剛畢業，就是年輕，是社會最新一層

的族群；再過幾年，不知道為什麼，讚美的感覺

沒了。

「單純，正回甘」就是這個廣告的主題。回

甘的意思是，一開始有點澀、有點苦，但是慢慢

從口裡面，起來一種淡薄的甜味。人生是經過這

些澀味以後，才有所謂的甜，而那個「甜」不等

於糖的甜，它不是單純甜味，而是人生經驗很多

的複雜的變化。

當然，我們的味覺，很早就在生存的感覺

中，慢慢定位︰酸的、甜的、辣的、苦的、鹹

的。這些味覺，又慢慢地在我們人生體驗中，讓

味覺不再是味覺。

我們說某人講話總是要刺激別人，講話酸酸

的，這時候不是講味覺，而是他心理的狀況，有

一點不舒服。我們說這個人嘴巴好甜喔，是說一

種幸福感。「辣」是非常強的一種刺激。我們說

一個人「潑辣」，或是「辣妹」。談到「鹹」，

耶穌講，鹽若失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但是，人生走到某一個階段，忽然覺得：醜

也可以是美。開始欣賞不同的東西，一碗清稀

飯、一塊豆腐好像沒有味道，可是這味，是生命

中最深的滋味。現實的社會，綑綁我們生命的目

的，不管是外面的工作，還是教會的服事，我們

要找到當初對上帝單純的心。我們的目標，不會

是那個名、那個位，因為那些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回甘」，是你經歷酸、甜、苦、澀以

後，才知道淡的可貴。我常對同工和弟兄姊妹

說：我們一起服事，一起經歷上的，一起成長；

因為能夠一起服事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這個「作

伙」，是過去的前輩，到現在的同工，大家一起

承擔使命、責任，堅持下來，所累積的無形資產。

以弗所書4：1-3這段經文，上帝藉著使徒

沈俊成牧師

以弗所書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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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是合一。你的認同、參

與、獻上，會讓你覺得，這裡是你的生命共同

體。你能接納彼此的不同，欣賞別人的優點，就

不計較，不隨便說是非；是不是有私心，旁邊的

人都知知，當你裡面有更多的自私、自我時，不

用愛心彼此款待，你就失去上帝同在的能力與力

量，並且成為教會和團隊的破口。如果同工中

間、信徒中間，可以彼此相愛，說話很有愛心，

而且彼此尊重，眾人就認出我們是耶穌的學生了。

保羅在這段經文最後講了一句：「致意守聖

神所賞賜的合一」。保羅說最重要的不是事工，

是合一的心，單純的心。因有共同的負擔，共同

的異象使命，是教會整體的合一與見證，所以他

說要竭力保守。這「致意」華語翻做「竭力」，

就是付出一切的代價。「保守」是需要主的憐

憫、需要主的力量，也需要放下自私的心。保羅

說要致意保守，就是願意付出一切代價，保守教

會的合一、組織的合一，都是因為主耶穌愛我

們，為我們捨己，救贖我們，將我們放在上帝的

國度中，要我們在世上作光作鹽。聖經說：「恁

結果子多多，對按呢我的父得著榮光，亦恁欲成

做我的學生。」(約15:8)。

三立台灣台八點檔連續劇「甘味人生」在

2017年6月殺青。是三立台灣台最近三齣八點檔
首播收視率最高的一齣，同時也是歷年八點檔完

結篇收視率最低的一齣。「甘味人生，人生甘

味」，收視率的高高低低中，如同我們在人生的

起起落落中，求主幫助我們，在上帝裡面，找到

那份單純、正回甘。

【續聘】

1. 水源教會續聘蘇慧瑛牧師，任期2018年3月1
日起。

【關懷牧者異動】

1. 和平教會石素英牧師於2017年11月05日離任。

【中委補就任】：葉啟祥牧師就任為67屆中委牧
師。

(第67屆中會第一次議會幹部、總/北大委、
中委就任，因北一區葉啟祥牧師請假，議長

宣布於中委會中補就任。)

1. 確認第67屆第1次中會議事錄。
2. 推派蘭陽教會成為頭城教會的母會，張仁理
牧師擔任頭城教會小會議長，自2018年1月1
日起。

3. 討論確認第67屆第2次中會議會議案內容，
並呈送第67屆第2次中會議會作議案討論。

4. 討論中會助理薪資調整案。
5. 同意接納林口大安教會為本中會北二區之教
會，並推派南崁大安教會為母會，林榮任牧

師為小會議長。推派開拓新教會委員會～傳

道部長鄭忠仁牧師（召）、中委蔡維倫牧

師、中委林萬賀長老、財務部長陳賢豪牧

師、北二區長陳思豪牧師、小會議長林榮任

牧師、林口大安教會代表，共同關心開拓教

會事工。

6. 同意接納汐萬路教會為本中會北四區開拓之
教會，並推派古亭教會為母會，陳思豪牧師

為小會議長。派開拓新教會委員會～中委張

軒愷牧師（召）、中委許承恩長老、傳道部

長林憲懋牧師、財務部長陳賢豪牧師、北四

區長曾昭瑞牧師、小會議長陳思豪牧師、汐

萬路教會代表陳美西牧師，共同關心開拓教

會事工。

7. 同意接納白玉滿牧師自2018年2月28日起離
任並請辭公職。

8. 推派張軒愷牧師、鄭穹翔長老擔任深美教會
監交委員辦理監交事宜。推派陳惠玲牧師自

2018年3月1日起擔任深美教會小會議長。
9. 同意接納趙克平牧師自2017年12月31日起離
任並請辭公職。

10. 推派陳惠玲牧師、鄭穹翔長老擔任暖暖教會
監交委員辦理監交事宜。推派陳治國牧師自

2018年1月1日起擔任暖暖教會小會議長。
11. 同意接納發文通知各教會，請教會推薦2018
年總會及北部大會各委員會、董事人選銓衡

名單，並於1月15前提交中委會。
12.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黃保諭牧
師、林榮道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8年1月28日(主日)下午3點主持頭城教
會陳永光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13. 討論榮星教會申請調整2018年負擔金相關事宜。
14. 討論推派正議員參加第63屆總會通常年會相
關事宜。

15. 推派2018年投考神學院面談小組成員。
16. 託傳道部辦理2018年「國內外宣道奉獻主
日」交換講台事宜。

17. 同意推薦2018年神學院三年制道學碩士班推
甄考試名單，共計2名：台神－和平教會徐仁

中委會  >> 消息 >>

第66屆第13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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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67屆銓衡名單確認案。
2. 同意接納鄭國展牧師申請於2018年7月22日
盡程退休，協助完成申請手續並轉送總會傳

福會辦理。

3. 推派沈俊成牧師、徐信得牧師、陳惠玲牧
師、鄭穹翔長老、許承恩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8年4月15日主持七堵教會新堂獻堂暨
六十週年紀念感恩禮拜。

4. 推派林憲懋牧師、蘇茂仁長老擔任中山教會
監選委員，佇2018年3月11日主日禮拜舉行
臨時和會，監選續聘葉啟祥牧師。

5. 推派張仁理牧師擔任頭城教會小會議長，自
2018年1月1日起，請蘭陽教會小會繼續推派
二名長老協助頭城教會。

6. 推派陳天來牧師(召)、陳賢豪牧師、胡燕妮
長老擔任百福教會交接小組，並於2018年1 

月21日前完成交接。
7. 同意接納石素英牧師之離職並向傳福會申領
積存之個別積立金。

8. 討論無牧教會小會及受派擔任小會議長職責
應注意事項內容，修正後列於中會議會手冊

附錄以供參考。

9. 討論推派正議員參加第71屆北大通常年議會
之報名相關事宜。

10. 同意接納周秀鳳傳道師申請事假自2018年1
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並轉送星中傳
道部、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11. 因星中教育部所屬長執聯誼會經費財務獨立
之需求，同意接納教育部所屬之長執聯誼會

辦理開立銀行帳簿，請星中財團法人協助辦

理以利部會經費運行順暢。

第67屆第1次中委會議錄

新任牧者介紹

東門長老教會 程仲惠牧師
程仲惠牧師

在 一 個

特別的恩典

中，微僕於

2 0 0 1 年 進
入台神道碩

學習，並於

2 0 0 3 年 受
派至霧社教

會擔任傳道

師，同時兼

任南豐教會傳道師，過二年，再兼萬大教會傳道

師。在此期間，與同工另開拓松崗佈道所。原本

期待能一生在山區服事，且正當四個地區的福音

事工已開始建立根基，卻未料2010年初上帝將微
僕帶至南投教會服事。在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教

會，受人敬仰的謝緯牧師是第二任牧師，對微僕

而言，是一個恩典也是一份責任。在南投教會時

期，與同工一起開拓南崗教會，並努力建立松年

事工。就在所開拓的南崗教會已昇格堂會，且預

定作松年事工的場地也已購入。上帝卻在2017年
10月帶領微僕至東門教會服事。雖不明白上帝的
心意，只求主一步一步帶領現在的服事。

全弟兄、南神－濟南教會魏寧姐妹。

18. 同意接納移轉傳道師周立偉之傳道師籍至新
竹中會。

19. 推派-中會會計劉啟清長老、財務部代表於
2018年3月13～14日(二-三)出席參加「2018
年全國財務研習會」。

20. 同意接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和

平教會董事名單，請七星中會財團法人協助

辦理。

21. 同意內湖教會報備於2017年12月17日邀請台
灣信義會內湖思恩堂李怡瑱牧師主日禮拜講

道。

22. 同意追認南園教會報備於2017年12月3日邀請
台北國際基督教會程大洲弟兄主日禮拜講道。

七星中會星中通訊 3

2018年　1,2月　第216期



「講道」與「敬拜的更新」

去年(2017年) 三月，美國的蓋洛普(Gallup)
針對「人們參加教會禮拜的理由」做了一項民

調，其結果顯示：排行第一位及第二位的理由分

別是：講道與他們的生活相關聯 (76%)；講道教
導他們明白聖經(75%)。換言之，在受訪的人當
中有將近75%的人們表示，講道的內容是吸引他
們參加教會禮拜的最主要原因。這項調查結果引

起了北美的教會和神學院之關注，並引發了許多

學者及傳道人的討論。2017年當全世界各地的新
教教會正慶祝宗教改革500週年這個歷史性的時
刻，蓋洛普的這項民調結果似乎更顯出它的重要

意涵。它再次提醒今日的新教教會，「講道」在

敬拜中的重要性。

馬丁路德從事宗教改革運動的核心信念主要

有二個：一是恢復因信稱義的福音信仰，另一是

建立上帝眼中純正的教會。這兩個信念其實是一

體的兩面，密不可分。路德一再強調，教會是福

音的產物；哪裡有純正的福音真道被宣講，哪裏

就有真正的教會。換言之，面對當時失序、腐敗

的教會，路德改革教會的方式不是從外部建立一

套新的教會體制，而是從內部以「上帝的話」重

新建造信徒的信仰生命。根據路德的看法，「上

帝的話」顯現在三方面：基督(「道」成肉身)、
聖經(書寫的道)、及教會的講道 (宣講的道)。在
這三者之外，加爾文又多加了聖餐  (看得見的
道)。運用於敬拜上時，聖經、講道、聖餐，以及
基督在敬拜中的顯現，這四者就成為十六世紀改

教家們更新敬拜的重要內容。

在今日，「敬拜的更新」這個主題在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這實在是可喜的

現象，因為敬拜就是教會的根基；敬拜的更新，

將會帶來教會的更新。可惜的是，許多關於「敬

拜的更新」之討論，似乎把焦點較多放在「傳統

禮拜vs.當代敬拜讚美」這個議題上，也就是關於
敬拜的模式、音樂的風格、禮拜的設計…等相關

主題的討論，卻較少論及「如何恢復上帝的話在

敬拜中的重要性」這個課題，而這卻是十六世紀

改教家們更新教會敬拜一個重要的方向。

由於筆者本身在神學院從事講道學的教學，

在此想進一步從「講道」的角度討論這個課題。

期待透過十六世紀改教家們所留給我們的信仰遺

產，喚起今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傳道人與平信

徒重新看重「講道」的重要性，並進而帶動長老

教會敬拜的更新。講道的更新是傳道人(講道者)
與平信徒(聽眾)的團隊工作，雙方都有應盡的職
責。

一、對傳道人而言

1. 看重講道的職事
馬丁路德認為，講道是傳道人最重要的職

事，其重要性更甚於主持聖禮和禱告；因為講道

是關乎生死之事，救恩是藉由它賜予人們。既然

講道如此重要，路德非常看重自己的宣講，他

說：「我，路德博士，相信鳥兒、石頭及海裡的

沙，都將會為我的講道作見證。」不但如此，路

德更花大部分時間訓練傳道人，培育他們傳講純

正的福音真道。

2. 講道必須講解聖經
在《基督教要義》的一開始，約翰加爾文

宣稱：「幾乎我們所擁有的所有智慧，也就是真

實的且完全的智慧，包含二部分：認識上帝及認

識自己」，而這種對信仰的認識主要是從聖經上

獲得。加爾文因此主張：傳道人在講道中不講別

的，只講解聖經，傳道人需要在此唯一的根基

上，顯出他所傳講的是從上帝來的。對加爾文而

言，講道就是說明並詮釋聖經。

3. 講道必須宣講福音
路德主張，整本聖經(舊約與新約) 的主要

目的就是啟示基督。對路德而言，聖經的權威不

在於「正典」(canon)的權威，而在於它宣講福
音，找出福音因此是詮釋聖經的主要關鍵。但此

一發現並不是運用人的知識，乃是需要聖靈的指

引並接受那福音。

爾文也說道：「如果不宣講福音的話，基督

就好像被埋葬了。福音的目的就是基督能成為我

們的，且我們可以與祂聯合。」換言之，藉著宣

講福音，基督向聽眾顯現，並藉著他們在信心中

回應，能夠與基督聯合一起。所以學者Thomas 
J. Davis說得很好：「對加爾文而言，講道成為
上帝所使用的工具，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將基督帶給基督徒。講道是在現今經驗十字架工

作，以及上帝恩典的橋樑。」當講道是如此時，

講道不只是宣講福音，講道本身更成為福音的一

部分，讓人透過講道與基督會遇，並經歷上帝的

拯救。

二、對平信徒而言

路德曾說﹕「信仰是件聽覺的事，它是從聆

聽上帝的話而來。」「聆聽」因此是建立信仰一

個很重要的管道。在加爾文的理解中，「聆聽」

更是定義教會的一個重要記號，他說：「無論甚

麼時候上帝的話被純正的宣講、聽到，並且聖禮

根據基督所設立的被執行，在那裡無疑地就有上

帝的教會。」這種強調平信徒在講道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就成為改革宗教會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許多平信徒常會抱怨牧師的講道，卻往往

忽略自己在講道中的責任。加爾文曾說：「一篇

好的講章，聽眾要負一半的責任。」聽眾若沒有

聆聽的耳、受教的心，並且聽完講道後去「行

道」的話，那麼再好的講章都沒有多大的益處。

誠然，以「上帝的話」建造教會的生命並不是件

蔡慈倫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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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1/24(三)晚上在本會燭光祈禱
會中，舉行基督徒合一祈禱

會。每年的1/18-25是基督徒
合 一祈禱週，這是一個普世
性的基督徒運動，始於1800
年代，是全球歷史最悠久，

及最廣為奉行的合一運動。

2. 1/26-27前往新竹聖經學院舉
行2018僕人營。主題：靈修
避靜，由蘇美珍老師主領。

3. 第一季【神學禮拜日】
◎一月：1/14(日)下午2:00由
汪業政主持，曾慶豹教授主

講，講題：中國共產黨的基

督徒友人 : 1949之前。
◎二月：2/25(日)下午2:00由
陳良智牧師主持，劉炳熹牧

師、余尚儒醫師主講，劉漢

鼎醫師回應。講題：在宅醫

療與教會公共實踐。

◎三月：3/11(日)晚上6:30由
邱凱莉助理教授主持，賴信

道教授主講，葉浩副教授回

應。講題：何謂公共神學？

◎三月：3/25(日)受難週，由
王昭文主講，葉大華長老回

應。講題：「從美麗島到罷

昌——長老教會怎麼了？」

【中山教會】

1. 本年度本會主題延續去年一
樣世：「建造家庭祭壇，活

出家庭見證」，請兄姊建立

每日禱告祭壇，繼續以「活

潑的生命」靈修及禱告；願

上帝賜福兄姊及每一個家庭

「喜樂年年、歲歲感恩」。

2. 21天早禱祭壇：1/1持續至
1/21每天一小時禱告操練，
邀請兄姊每日早上6:30~7:30
在禮拜堂禱告一小時。

3. 1/17上午10：00松梅大學返
校日，舉辦健康講座--「中醫
簡介」，邀請馬偕醫院陳麒

方中醫師主講。

4. 1/21下午2：00迦拿團契聚
會，邀請謝婷莉牧師娘見證

分享：「我越笨就越有智慧--
改變自己就改變關係」。

5. MEBIG：少年團契與兒童主
日學每月的第2個主日，是一
段特別歡樂的時光，有少年

團契及學青以上的大哥哥大

姊姊陪伴著小朋友遊戲，從

歡笑聲中一起體會神的愛。

【榮星教會】

1. 教會啟動鍵堂8800萬元貸款

還款與募款計劃(約瑟計劃)，
1 - 3月推動乾會 (無息借款 )
七十勇士(每口30萬)、認獻口
數(每口二千或五餅二魚金額
不限)，求主感動眾弟兄姐妹
願意委身教會新堂的需要來禱

告和奉獻，對外也會有建堂募

款與義賣的行動，求主預備。

2. 教會門徒養育中心開設第二期
成長班，請為牧者團隊授課代

禱。願榮星教會興起門訓與佈

道文化，弟兄姊妹渴慕受裝備

成為真實的門徒，為主多結果

子，將榮耀歸給神。

3. 教會推動讀經運動，我們將
用3年的時間將聖經完整的讀
過一遍，目前使用基礎讀經填

充本，2018年先讀新約(每天
一章)，有約120名弟兄姊妹
購買，願聖靈感動會友踴躍參

與，並經歷神話語的大能。

【民生教會】

民生教會社區事工：

1. 1/11舉行水墨畫基礎班為期
12週。

2. 1/20舉行社區音樂觀摩會。
3. 2/8～2/11社區兒童冬令營。

容易的工作，因為生命的塑造需要時間，無法速

成。在今天這個事事講求「速食」的文化氛圍

中，許多教會的傳道人及同工，或許對教會增長

的「策略」，或是敬拜更新的「方法」深感興

趣，但對需要花長時間準備講章，或是坐下來安

靜學習並聆聽上帝的話，卻興趣缺缺。

再者，在今天這個過度強調個人主義及消費

主義的社會中，導致教會的講道削足適履，企圖

把福音加以剪裁，甚至簡化，以迎合聽眾慾望的

要求。或是，教會的講台陷入於一種「宗教的主

觀主義」中，強調「人的工作」(律法)多於「上

帝的工作」(福音)。

這樣說來，我們該如何解讀美國蓋洛普的民

調結果呢？它代表許多信徒因對主日禮拜中「講

台的供應吃不飽」而發出對講道的期許? 還是，
它代表著一些美國教會的信徒，在一味地追求外

在的模式、方法、策略之後，重新轉向對上帝話

語的渴慕，進而帶來教會敬拜的更新，甚至是教

會的改革呢？最後，我們不禁想問：若是相同的

民調放在今天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進行調查的

話，其結果又會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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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消息】

1. 3/12(一)在安和教會召開區
會，邀請義光教會、仁愛教

會做事工分享。

2. 預告5/19(六)在台北和平教
會舉辦北二區台語宣教嘉年

華活動，鼓勵兒童與青年踴

躍參加。內容有台語詩歌比

賽、台語口語呈現(現代中文
譯本聖經朗讀、白話字聖經

朗讀、金句背誦、台語新聖

詩啟應文朗讀、台語笑話比

賽、台語新聞播報比賽 )。
分三組：表演組、學青比賽

組、社青比賽組。

3. 台北和平教會設立繪本館
歡迎踴躍使用，開放時

間：每周五、六、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英語故事時

間每周二下午四時至六時

https://www.facebook.com/
Hopingpicturebooklibrary/  台
北和平教會繪本館

【台北和平教會】

1. 2/04(日)：①聯合禮拜．聖
餐/ ②會員和會

2. 2/16(五)：新春感恩禮拜
3. 2/18(日)：聯合禮拜
4. 3/02-3(五-六)：長執分享會

(第一梯次)
5. 3/03、10、17(六)：洗禮學
道班-晚上7:30

6. 3/05(一)：台大愛心晚會-晚
上6:30

7. 3/06(二)：和平183樂活關懷
站開課

8. 3/11(日)：①成人主日學春
季班開課 ②長執會

9. 3/16-17(五-六)：長執分享會
(第二梯次)

10. 3/25(日)：小會問道理
11. 3/30(五)：聯合禱告會 

【台北東門教會】

1. 2/7(三)姊妹團契心靈園地，
邀請傅鳳枝姊妹分享

2. 2 / 1 0 (六 )舉辦獨居長者圍
爐。

3. 2/11(日)舉行會員和會。
4. 2/16(五)上午10點新春稱謝
禮拜。

5. 2/25(日)荊棘團契邀請黃政
枝弟兄專講。

6. 3 / 0 6 (二 )東門學苑開學禮
拜。

7. 3/18(日)松年團契例會，邀
請葉浩副教授專講。

8. 3 / 2 5 (日 )舉行清明追思禮
拜。

9. 3/30(五)受難夜聯合禮拜

【義光教會】

1. 2/04(日)召開2017年度定期
會員和會。

2. 2/28(三)舉行228追思紀念禮
拜。

3. 3/02(五)松年詩班、台語查
經班、直笛班新學期恢復聚

會。

4. 3/03(六)於貴子坑舉行戶外
聚會-婦女團契一同參與舉目
向山祈禱會。

5. 3/10(六)松年團契與台語查
經班前往新營參訪蘭花展戶

外聚會。

【仁愛教會】

1. 2/16(五)9:50舉行新春稱謝
禮拜。

2. 2/25(日)下午舉辦兒主、青
少年戶外踏青。

3. 3/07(三)仁愛松年大學開學
典禮。

4. 3/09(五)19:20仁愛查經班開
課。

5. 3/11(日)10:30仁愛教會、楠
西教會締結姊妹教會15週年
聯合感恩禮拜。

6. 3/25-3/31(日～六)舉行全教
會連鎖禁食禱告～為教會、

家庭、社會守望禱告。

7. 3/30(五)受難日19:00於禮拜
堂舉行紀念耶穌受難禮拜。

【安和教會】

1. 2/16(五)新春感恩禮拜。
2. 2/25(日)舉行會員和會。
3. 3/04(日)舉行聖餐禮拜。
4. 3/26～29受難週禁食禱告會。
5. 3/30(五)受難夜聖餐禮拜

【城東教會】

1. 本會原方東三牧師於一月份
起榮任平安園經理；在聘牧

期間，由鐘迦南牧師任本會

小會議長。

2. 本會社區關懷站，在呂清津

執行長的帶領下，從今年度

起晉升為3.0繼續服務社區長
者，並引人歸主。

3. 2/11(日)召開年度和會。
4. 2/16(五)新春稱謝禮拜。

【台北大安教會】

1. 2 / 0 4 (日 )舉行全教會敬老
會，邀請年長兄姊分享信仰

與生活經驗。

2. 2/11(日)舉辦大安講堂，主
題：「理財1 2 3翻身有妙
計－理財錦囊妙計」。

3. 2/16(大年初一)於新春稱謝
禮拜後舉行「感恩詩歌讚

美」，由會友以小組或家庭

組隊參加，在新年的開始，

以詩歌同心讚美上帝。

4. 2/25(日)舉行新任長執就任
式。

5. 3/04(日)舉行本教會松年大
學開學禮拜。

6. 3/9～10日(五～六)全教會靈
修會。

【南崁大安教會】

1. 1/18(四)開始查考啟示錄。
2. 錄製清晨點滴供給信徒靈命
日糧。

3. 林口大安教會2/25(日)改選
長執。

4. 3/4(日)福音主日邀請金剛芭
比—林欣蓓姊妹，分享生命見

證。

【六張犁教會】

1. 2/11(日)福音主日(邀請寒溪
教會前來主理)。

2. 2/16(五)新春感恩禮拜。
3. 2/25(日)會員和會、聖餐。
4. 3/24(六)兒主復活節彩蛋DIY
5. 3/30(五)受難日特別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2/04(日)召開會員和會。
2. 2/16(五)新春感恩禮拜。
3. 3/05(一)松年大學開學。
4. 3/30(五)受難日聖餐禮拜。
5. 每周一晚上七時半青年查經
班、每周五上午九時關懷查

經班。

6. 第一季週三晚上八時半門徒
訓練信仰造就。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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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消息】

1. 七星中會北四區各教會，將
於3/8(四)晚間7:30在中坡教
會召開第一次區會。

【水源教會消息】

1. 新春稱謝禮拜於2/16（五）

上午10點在本會開始禮拜。
2. 攝影小組2/23（五）晚上

7：30在教會聚會,歡迎對攝
影有興趣者參加。

3. 春季班成人主日學於3/4主日
禮拜後開始上課,主題：使徒
行傳與保羅書信。

【康寧街教會消息】

1. 新春稱謝禮拜於2/16（五）
上午10點在本會開始禮拜。

2. 將於2月24號(六)-25號(日)參
加雙翼三合一退修會於台灣

神學院。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基隆區2018年度公禱會時間表 】
1. 1/26大武崙教會 二月份新春
暫停

2. 3/30安樂教會(受難聯合聖餐) 

3. 4/27東明教會  

4. 5/18基隆教會(聖靈降臨節)

5. 6/29榮隆教會 

6. 7/27和平島教會 

7. 8/31中正教會      

8. 9/28暖暖教會 

9. 10/26七堵教會  

10. 11/30中山教會     

11. 十二月聖誕節期暫停

【基隆教會】

1. 2/4聯合禮拜舉行「2017年
和會」。同時於禮拜中舉行

「第二屆門訓畢業典禮」。

2. 2 / 1 1分兩堂舉行「聖禮
典」。當週2/16（五）為大
年初一，舉行「新春稱謝聯

合禮拜」。

3. 3 / 4為「婦女事工紀念主
日」，邀請陳碧文老師講

道，並由婦女團契姊妹服

事。 
4. 3/24(六)舉辦「醫治佈道餐
會」，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一起領受神的恩典。

【正濱教會】

1. 週末奧林匹克兒童數學班：
2018年元月6日開課(每周六
下午1:00-2:30) 指導老師：
江筱婷 助教：陳正浩 免費
教學！

2. 週末兒童繪畫：2018年元月
6日開課(每周六下午12:00-
1:00) 指導老師：郭瀚仁老
師, 材料費學生自理。

3. 社區成長班：寒假研習營
(2018年二月三日及十日周
六上午10-12點) 內容:春節吉
祥語吊飾及福袋製作，材料

費學生自理。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內湖教會】

1. 盧佳暐姊妹、倪忠川弟兄於
1月6日假歐華飯店舉行文定
之喜。

2. 聖歌隊定2月10日前往馬告
國家公園一日遊。

3. 2月4日舉行年度會員合會。
4. 2月16日舉行新春禮拜，贈
送每位會友一個經文紅包。

5. 3月4日婦女主日，邀請婦女
團契會長司會，姊妹們協助

當天主日服事。

6. 訂於3月18日邀請曾昭瑞牧
師舉行教會培靈會。

【東湖教會】

1. 4/1（復活節）將舉行聖禮
典（洗禮），已報名五名，

已每拜三下午14 :00 /主日 
13:00(兩場)開始基要真理課
程～認識基督，教導如何過

讀經禱告的靈修生活。

2. 新春感恩禮拜為2/16（五）
10:00舉行～邀請兄姐在新春
的第一天團圓在上帝的家，

一起讚美感恩神的賜福～

【金陵訊】

1. 本會自1月23日起每週一下

午6:20起開設兩班小提琴入
門班，期盼透過提供學習音

樂的機會來接觸社區居民，

提供福音的傳播。

2. 第二期金陵弦樂團(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 )即將於2
月10日(六)下午1:30進行徵
選，承繼第一期的基礎擴大

招生，期盼提供優良師資訓

練、歡樂的學習情境，不僅

可提升學員個人的演奏技

能，更可參與各項社區宣教

事工。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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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蘭陽區會消息
1. 01/16上午9:30於頭城教會召開蘭陽區會第一
次會議。

2. 01/28下午3:00於頭城教會舉行陳永光牧師盡
程退休感恩禮拜。

3. 02/11下午5:00於蘇澳教會舉行蘭陽區牧家新
春團圓圍爐餐會。

【宜蘭教會】

1. 1/27(六)上午 10:00 本會松年大學於「5F 禮拜
堂」 舉行「第二屆碩士班、第四屆學士班畢業
典禮 暨 2017 學年下學期結業感恩禮拜」。

2. 1/20(六) 09:00-17:00 得勝者-情緒管理課程訓
練會於葡萄園舉行。

3. 1/21(日)12:00~14:30 得勝者期末分享會於葡萄
園舉行，誠摯邀請主教、批改老師一起參與。

4. 2/16(五)大年初一上午 09:30 本會舉行『新春
稱謝感恩禮拜』

【羅東教會】

1. 1/7(日)舉辦2018年度新任會長、隊長就任。主
日學校長：陳淳志、聖歌隊：林仁政、婦女：
黃正蕙 松年：盧明松、青少年：江語左。

2. 2/1-3(四-六)舉辦青少年生活營「背包愛玩
客」，與耶穌一起去旅行。

3. 3/17-18(六-日)於本會舉辦MEBIG研習會，報
名請洽台灣MEBIG協會。

4. 五結教會建堂總經費4,500萬，主體結構
已完成已付款15,732,000元，1月底將再
付3,312,000元，請關心奉獻。建堂基金：
1,973萬元，今年募款目標1,000萬元（總計
2,500萬元）。

5.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四結各教會事工
奉獻、關心代禱。

【冬山教會】

1. 1/20(六)9:00-16:30前往參加中會教社部與

協會合辦菲特邦及樂智體適能課程介紹與分
享，歡迎對松年事工有興趣與負擔的兄姊報
名參加。

2. 本學期寒假課輔班於1/25開始上課至2/14，
請為所有參與服事的老師與孩子在寒假期間
的生活有主的看顧，也保守孩子們出入平安
祈禱。

3. 2/2-3(五-六)在教會舉辦青少契生活營，歡迎
小六以上青少年參加。

【南方澳教會】

1. 1月6日蘭陽區婦女聯誼會於本會舉辦活動，
邀請徐薇雅老師前來生命見證分享。

2. 1月21日主日禮拜邀請鄭明堂老師前來音樂見
證分享。

【頭城教會】

1. 1/21主日舉行2017年度信徒和會、聖餐禮拜
及執事就任典禮。

2. 1/28下午3:00舉陳永光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
拜，歡迎牧長、兄姊參加。

3. 為教會下一任將要來的牧者關心禱告，求神差
遣適合的牧者來牧養教會及頭城地區的百姓。

蘭陽區  >> 消息 >>
陳永光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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