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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廣告流行語金句獎：沒有了偏見，留給
他們的就是無限！

    台灣104基金會做了一項特殊的社會實驗，他
們找來各行業的高管，對幾份匿名的簡歷做評
論。但結果就是無一例外，幾份簡歷都被刷了下
去，但是當得知這幾份簡歷來自著名導演李安、
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以及自己的女兒時，他們
從剛才的棄嫌轉到驚訝，再到自省。短短4分鐘
的視頻，反映出了很嚴峻的社會問題。不是每個
人都能在人生上半場的時候就很有成就，也不是
每個人都能有一份漂亮的簡歷。所以，廣告詞
說：沒有了偏見，留給他們的就是無限！

    我們都很容易受到偏見問題的影響。我們都用
有色的眼鏡來看人。它是基於一個先入為主的概
念。我們無法避免。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影響。這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用上帝的眼光來
看人。用基督的眼光來看世界。對我們來說不容
易，對耶穌的門徒彼得也是一樣。

    當耶穌告訴門徒，你們要去普天下傳福音時，
照理說，他們就要去向外邦人傳福音。這段聖經
所描寫的事件，是發生在五旬節後十年左右。所
以你可以看到，十年來，他們沒有超越自己的種
族。他們已經走遍耶路撒冷，但他們沒有越過族
群的界線。

    我可以同情彼得。我也會有同樣的感覺。特別
是我要帶頭去與我們非常不同的人溝通事情，是

何等的困難。特別是歹面鬚的人。換句話說，他

們是我們不喜歡的人。

    我們如何勝過偏見？

一、用上帝的方式看

    每個人被自己經驗所綑綁。我們只從這個角度
看事物。這也是彼得的難處，外邦人的傳統、道

德和生活方式，對彼得來說是如此的厭惡，他很

難去接受上帝會關心他們。要改變那個已經成為

你的一部分的東西是何等的困難。這就是問題。

偏見是出於這種態度。所有的偏見背後，都是一

種看自己作義、作公正、作善良的心。

    看看耶穌，我們發現他的方式跟人不同，常常
違背常理。我們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主說：愛你的對敵。我們說，原諒他七次，主

說：七十七次！當你被打時的回應，主說：有人

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讓他打吧！；有人強迫你

替他背行李走一里路，跟他走兩里吧！。

    這是勝過偏見的方式。你如何看待一個人，並
不總是正確的，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看待一個人，

如果上帝愛他，赦免他，並且向他顯明恩典和憐

憫，那麼我們就被呼召要照樣行。這不是講正義

或公道。這是關於憐憫和恩典。

二、要人怎樣待你，就當怎樣待人。

沈俊成牧師

使徒行傳10:27-34
勝過偏見



    勝過偏見的第一點，就是學會用上帝的方式
對待人。第二個是以想要人怎樣待你的方式對待
人。彼得最終做了什麼？他來到外邦人哥尼流
的家。使徒行傳10:44說：「彼得還在講道的時
候，聖靈降臨在所有領受信息的人身上。」

    如果耶穌可以在十字架上，赦免那些喊要釘他
十字架的人，那麼有什麼可以阻礙上帝赦免那些
願意來到他面前悔改的外邦人呢？所以彼得在一
開始講道的時候，說：「現在我確實知道，上帝
對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10:34)

    另外，我們要注意加拉太書2：11-14的記載：
「在雅各所派來的人沒有到達以前，彼得跟外邦的
信徒一起吃飯。可是那些人一到，他就退縮，不敢
再一起吃飯，因為怕那些主張外邦人必須接受割禮
的人。其他的猶太信徒也跟著彼得，像沒有原則的
人一樣；連巴拿巴也受了他們的影響。」

    偏見可能非常深，如果我們不小心，我們會再
次陷落。

三、承認並接受不同

    無論猶太人和希臘人，無論奴隸和自由的，無
論男女，我們都在基督裡。我們需要接受彼此的

不同。我們是一個與基督連結的團體，作為這個

團體的一份子，我們需要相互照顧。這就是為什

麼我們需要常常為了合一來禱告。尊重不同，即

使我們無法意見一致，也可以尊重彼此的意見。

    德蕾莎修女說：「如果你評斷別人，你將沒
時間愛他們。」我體會到，論斷和愛不能同時存

在，如同信心與恐懼不能同時存在一樣。當我論

斷某人時，我不愛他。當我愛的時候，正好是我

沒論斷他的時候。

    讓我們從耶穌那裡學習沒有偏見的愛。這不容
易，但是藉著上帝的恩典，我們可以從中成長，

使我們有更多的愛、更多的仁慈、更多的寬容，

像我們的主耶穌一樣。

【中委補就任】：陳惠玲牧師就任為67屆中委牧
師。

(依據67屆中會第2次議會中委就任，因基隆
區陳惠玲牧師請假，議長宣布於中委會中補
就任。)

【第67屆七星中會各部會幹部名單】
(1) 傳道部部長－林憲懋牧師，書記－張宏
恩牧師，會計－鄭愛玲長老。

(2) 教育部部長－黃春生牧師，書記－鍾  靈
傳道，會計－許莎莉長老。

(3) 財務部部長－陳賢豪牧師，書記－吳聖
德傳道，會計－曹菁菁執事。

(4) 教社部部長－李俊傑牧師，書記－楊勝
榮牧師，會計－李旻諺傳道

(5) 校園事工部部長－許弘恩牧師，書記－
羅滋嶸傳道，會計－林盈昌傳道。

(6) 職場事工部部長－符明勝牧師，書記－
黃國通牧師，會計－黃通顯長老。

(7) 大傳部部長－楊新造牧師，書記－王永
恩傳道，會計－吳麗雲牧師。

(8) 性別公義部長－張軒愷牧師，書記－李
宇平傳道，會計－薛淑玲牧師。

(9) 婚姻部部長－戴約信牧師，書記－卓志
傑牧師，會計－黃正蕙長老。

(10) 婦女部部長－陳春惠長老，書記－李英
美長老，會計－王思婷姐妹。

(11) 松年部部長－王正男部長，書記－洪育
拿執事，會計－林彰忠執事。

1. 第67屆第2次中會議事錄確認案。

2. 審查推派參加第63屆總會通常年會名單，並
繼續開放報名到3月4日截止或額滿為止，託
幹部會處理確認名單。

3. 接納推薦總會銓衡名單。
4. 接納推薦北大銓衡名單。
5. 推派沈俊成牧師、陳天來牧師、徐信得牧
師、鄭穹翔長老、林榮道長老、蘇茂仁長

老，於3月22-23日出席總會第62屆法案討論
會。

6. 接納百福教會移交中會直轄，推派陳景松牧
師擔任百福教會小會議長、小會員蔡裕明長

老(深美教會)、簡安得長老(基隆教會)，自
2018年1月23日起。

7.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蔡維倫牧
師、陳思豪牧師、劉啟清長老、林萬賀長老

擔任特會員，於2018年3月18日下午3:00主
持林口大安教會開設禮拜，開拓為北二區教

會並歸屬七星中會。

8. 討論林口大安教會長執改選候選人資格備查
事宜。

9. 推派黃保諭牧師、胡燕妮長老擔任頭城教會
監交委員辦理監交事宜

10. 推派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理監事
名單，協助關懷辦理協會事工。

11. 接納林碧堂傳道師自2017年8月1日起予以停
職，送總會傳道委員會、傳福會辦理。

12. 追加推薦莊麗惠傳道師提報為接受傳福會補
助牧者夫婦名單。

中委會  >> 消息 >>

第67屆第2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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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會相關事宜】

請各教會頒佈實施「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聯絡主責
單位幹事連嫦美牧師電話: 02-2362-5282分
機150，E-mail:siongbi@mail.pct.org.tw，並
請牧長並關心。

【總中會相關事宜】

總會傳道委員接納周秀鳳傳道師申請事假一
年，自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1. 接納北大推薦銓衡名單調整。(北大銓衡會議
建議)

2. 推派2018年牧師資格評鑑小組，召集人為傳
道部長林憲懋牧師，組員為傳道部傳道組組
長鄭忠仁牧師、傳道部培訓組組長林榮任牧
師、中委陳惠玲牧師、中委許承恩長老。

3. 推派陳賢豪牧師、陳兩國長老擔任社后教會
監選委員，於2018年3月18日，舉行監選李
旻諺傳道師為社后教會第2任牧師。

4. 報備本宗退休牧師任職名單：羅順定牧師、
廖正行牧師、盧俊義牧師、吳士郎牧師、紀
彰龢牧師、陳宇光牧師、溫宏欣牧師、黃顯
光牧師，並轉送傳福會辦理。

5. 接納財務部申請提前核發2018年度事工補助
金額為15萬元，請各部會依往例申辦事工補
助事宜。

6. 接納並發函中會費負擔金點數在120點以下
的教會，並於4月30日截止依往例申辦小型
教會事工補助事宜。

7. 討論「小型教會修繕、擴建經費貸款作業規
定」修訂事宜。

8. 「受派擔任教會小會議長職責及小會應注意
事項」修訂案。

9. 討論並委託傳道部辦理2018年應屆傳道師申
請相關事宜。

10. 推派議長沈俊成牧師、副議長陳天來牧師、
書記楊啟仁牧師、副書記徐信得牧師、會計

劉啟清長老、前任議長林憲懋牧師，及校園

事工部部長許弘恩牧師組成2018年北區大專
學生中心事工關懷小組，關心北區大專學生

中心事工。

11. 接納陳宇光牧師申請牧師證明書，並發文請
總會協助辦理英文版任職證明書。

12. 討論林口大安教會定位事宜，依據第66屆
第11次幹部會與台北中會幹部協調後議決：
俟林口大安教會不動產財產要登記前，再行

討論歸屬問題。發文通知台北中會、新竹中

會、林口大安教會知悉。

13. 討論推薦總會副書記人選事宜。

第67屆第3次中委會議錄

以節期來說基督的故事

我們可能不熟悉鄰近教會或其他國家的教
會歷史，甚至對其他教會的人物也很陌生或不認
識，但是我們卻能共同認識彼得、保羅等初代教
會的使徒，也聽過聖經許多的人物。換言之，我
們與聖經人物的密切，可能多過認識現代的其他
教會人物。甚至通過聖經，普世基督徒有了共通
的故事，從「起初的創造」到「新天新地」的故
事，從亞當墮落到耶穌基督救贖的故事。

在聖經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時間——「安息
日」被分別為聖，在猶太歷史中，更可以看到時
間——「節期」成為述說上帝救贖的歷史。今日
教會節期的淵源可以從猶太節期談起，猶太節期
可分為安息節期和年節二種。所有的節期以安
息日最重要（出埃及記20:8），其次是每年應守
的三大年節，逾越節、七七收穫節（又稱五旬
節）、住棚節等（申命記16:1-17）。接著才是吹
角節（利未記23:23-24; 民數記29:1）、贖罪日
（民數記29:7-11）、普珥節（以斯拉記6:15; 以
斯拉記9:28）、獻殿節（尼希米記12:27）等，
此外還有安息年、五十禧年等。

猶太人通過遵守節期來記憶和重新思考上
帝拯救選民的歷史，也重新和上帝「立約」決
志。今日教會節期的安排也具有此意義。基督教

節期一般稱為「教會曆」(Church calendar)，
最早可以追溯到第四世紀。教會制定「教會曆」

的神學基礎，就在於耶穌的「道成肉身」，以基

督為中心的教會年曆也被稱為「基督年」(Christ 
year)。從字面上的意義我們可知道，它是根據耶
穌基督一生的事蹟作為主體所制定的時間週期，

從等待耶穌的降生開始做為教會曆的開始，接著

耶穌的出生、受難、釘十字架，死而復活、升天

與聖靈降臨等內容為教會年曆的節期。

今天大部分的教會會慶祝聖誕節、復活節，

但對於其他節日較少注重。教會曆不是只有這二

個節日，如果能夠在一年中透過教會曆來認識基

督一生的故事，會讓會友更加體會節期的靈性教

導。「教會曆」的實踐意義，就是為了讓基督徒

能在日常生活中間，不斷回顧耶穌基督在世上的

救贖工作，深化信仰與靈修的功能，並使得教會

傳統得以延續。

教會曆可分成二個週期(Cycle)、二個常年節
期(Ordinary Time)。

一、聖誕週期(Christmas Cycle)
包括待降節期、聖誕夜、聖誕節，至一月六

日的主顯節，這一日是紀念耶穌接受外邦人(東方

黃春生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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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敬拜，也紀念耶穌的受洗、成長、被上帝
與聖靈充滿開始的傳道生涯，甚至相傳耶穌在迦
拿第一次行神蹟也在此日。

二、第一常年節期

即從1月7日起到聖灰日(或撒灰節)的前一
日，主顯節後第一主日為「主受洗日」，到主顯
節後第九主日「變貌主日」彰顯耶穌基督神聖的
權柄。這段期間是在述說基督道成肉身的傳道過
程。

三、復活週期（Easter Cycle）
復活週期從「聖灰日」(Ash Wendnesday)

開始，包括四十日的大齋節期(Lent)和五十日的
復活節期，這段節期紀念基督生平、受難、復
活、升天，以及聖靈降臨日。今年濟南教會在聖
灰日舉行燭光禮拜，由牧師以棕樹枝的灰燼為參
加者在額頭畫上十字架，提醒人的有限與死亡，
並為罪憂傷、痛悔。受難週(Holy Week)是基督
在地面生活的最後一週，可以舉行祈禱會或禮
拜，紀念基督為人的罪受審、鞭打及被釘十字架
而死。

復活節前的禮拜六也稱為「墳墓日」，有些
教會會舉行「復活主日守夜禮拜」，來紀念耶穌
的安葬，並等候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復活節後
第四十日為升天日(Ascension Day)，第五十天的
禮拜日就是聖靈降臨節(Pentecost Day)。這些節

期都是述說基督故事的重要時刻。

四、第二常年節期

此週期長達廿九個主日，從聖靈降臨節隔天
開始到待降節第一主日的前一日，又稱為「教會
的節期」(The Time of the Church)，因為聖靈的
降臨使得教會得以建立並充滿能力。聖靈降臨節
後的主日又稱為三一主日(Trinity Sunday)，紀念
三一上帝完全向人顯現。這段時期強調三一上帝
建立教會，使萬國萬民成為上帝國的子民。

這段期間對改革宗來說，值得一再紀念
是十月卅一日前的主日「宗教改革紀念主日」
(Reformation Sunday)，通過此紀念主日再次提
醒我們，上帝是時刻在繼續創造與更新的上帝，
教會也應該時刻通過上帝的話，藉著聖靈的大能
繼續改革與更新。

此週期的第廿九主日，也就是待降節第一
主日之前的主日又稱為「基督君王主日」(Christ 
the King Sunday)，強調基督終末做王，以及教
會存在世界的意義與重要性，因為「上帝使萬物
都屈服在基督腳下」(林前15:27)。換言之，基督
做王直到祂再臨，並帶領世人邁進上帝國的成熟
與實現。

如此，每年走過一次「教會曆」，透過節期
來說基督的故事，每年都可以幫助信徒完整的認
識基督的生平與三一上帝對教會的帶領。

邱靜瑜 牧師

2018年3月17日在雙連長老
教會七樓禮拜堂舉辦的「幸福小
組座談會」是榮星長老教會符明
勝牧師接任職場事工部部長後，
基於想與眾教會分享小組教會經
驗的異象，進而啟動的事工活
動，除了職場事工部也邀請傳道
部的參與及協助。無論是會前的
準備或是座談會當天的預備、會
後的整理等，經過全體部員的通
力合作，展現了行動與合一的美
好成果。會中邀請具有實際帶領
經驗的各教會牧長、小組長前來
專講、分享，有中山教會葉啟祥
牧師、知苑正人弟兄、幸福教會
張紹宏牧師、新泰教會楊順傑傳
道、三光教會趙謨立牧師、雙連
教會劉建良長老、榮星教會傅俊
凱執事、游千農弟兄等等，帶給
所有參與者美好的教戰守則及寶
貴經驗，參與人員為主大發熱心
的心志，在座談會的末尾還依依
不捨座無虛席的熱烈景況中表露
無疑，筆者身在當中也深深感動
著，知道上主正在動美好的工，
復興的火要更多燃燒在我們的教

會裡。

座談會一開始的「幸福」

詩歌，帶動了全場的氣氛，加

上葉牧師生動的破冰活動帶領、

活潑的專講內容及接下來各牧

長同工的分享，讓大家雖然在下

午容易疲累的時間裡，仍能精神

奕奕地專注於座談會的內容與分

享。座談會中提到：幸福小組乃

為創造幸福(熱情、喜樂、愛人)
的氛圍而設立，目的在於延續耶

穌基督的使命，宣揚福音、領人

歸主，要幫助信徒從世界觀進入

天國觀，從信徒轉成門徒，並興

起教會中平信徒領袖，帶來教會

體質的改變、主權的翻轉、價值

觀的改變(把耶穌擺首位)，其使
用的秘訣，乃為「簡單、重覆、

持續」的策略，堅持不放棄，就

會看見果子。除此之外，會中也

邀請中山教會三菱小組小組長知

苑正人弟兄分享如何在職場中

堅持2年的耕耘不放棄，從聚會
時間、方式等的不斷調整後，上

主讓這個小組開花結果。會中更

清楚地說明「成功神學與豐盛的
生命差異」，說明追求豐盛的生
命是上主的心意，因為①認識福
音、愛神而被神使用。②因為要
見證神，而神興起、賜福。③因
為生命都先被改變，神才使用。

④先經歷苦難的調整，像門徒一
樣。⑤先求神的國和義，好處都
是為了神的國。⑥禱告蒙應允為
了彰顯神國的權柄。⑦更多為了
別人禱告，而非自己。⑧常常是
為了神的國而劬勞。

透過講員及小組長的分
享，我們看見了聖經馬可福音
第16章第20節所說的「門徒出
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
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
道。」真實發生在幸福小組的當
中。是的，在傳福音的過程裡，
主必與門徒們同在，神蹟奇事伴
隨而來證實所傳的道是真實的，
感謝讚美主，願我們的教會成為
更宣教的教會，更豐盛的教會、
更幸福的教會。

七星中會職場事工部vs.
傳道部合辦「幸福小組座談會」
實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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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3/3全教會一日遊，前往冬山
河生態綠洲及中興文化創意
園區。

2. 3/7(三)晚上燭光祈禱會，與
世界公禱日同禱。今年代禱
的國家是中美洲的蘇利南，
人口約56萬人，1975年脫離
荷蘭殖民地而獨立，當地約
有7%客家人，客語也是官方
語言之一。

3. 2018聖經學校春季班3/11開
課，共開五門課  
1)加爾文的靈修操練(黃春生
牧師)

2)馬太精華十講(3)(林良信長老)
3)白話字讀經班(劉榮主長老)
4)信仰基要及生活實踐(徐純
慧長老)

5)經典名畫中的福音故事(楊
伯威神學生)

4. 【神學禮拜日～公共神學系列】
◎3/4(日)晚上6:30
講題：「向左走向右走」新
書分享
主講：陳文珊
主持：廖斌洲
與談：廖元豪
與談：官曉薇
◎3/11(日)晚上6:30

講題：何謂公共神學？
主講：賴信道
主持：邱凱莉
與談：葉浩
◎3/18(日)下午2:00(青年牧區
特別聚會)
講題：信仰與職場，身為基
督徒是資產還是負債？
主講：徐光宇
主持：陳良智
◎3/25(日)晚上6:30
講題：「從美麗島到罷昌—
長老教會怎麼了？」
主講：王昭文
主持：廖斌洲
與談：葉大華

5. 受難週：3/28(三)晚7:30「耶
穌基督退修日祈禱會」；
3/30(日)晚上7:30「耶穌基督
受難日泰澤燭光禮拜」

6. 4/1上午10:00復活節讚美禮
拜；下午1:00舉行清明追思
禮拜。

7. 濟南教會 2 0 1 8  國際古
蹟 日 寫 生 比 賽 ， 報 名 時
間： 3 / 1 1 ~ 7 / 1  止。比
賽時間： 7 / 1 4 ~ 1 5 (六 -
日 )，  7 / 2 1 ~ 2 2 (六 -日 )， 
7/28~29(六-日)； 當日上午
8:30 至下午5:00 止。頒獎時

間：9/16。
8. 處境查經班特別聚會：

3/18(日)晚上6:30特別舉行太
陽花學運四週年影片欣賞，
邀請周世倫導演來分享紀錄
片《暴民》，蔡丁貴教授擔
任與談。
4/1(日)：紀錄片《太陽，不遠》
4/8(日)：紀錄片《焚燒之冬》
4/15(日)：紀錄片《控制》

【中山教會】

1.  3/3門徒大學第14屆正式上
課，共計有6人報名參加；
「恢復營會」已經於3月9-10
日順利舉行完畢，共有14人
參加，感謝主的帶領。

2. 春季幸福小組開跑，3/3舉辦
幸福小組誓師大會，目前有
15個小組在進行，樂意為主
收割莊稼。

3. 3/11迦拿團契邀請士林教會
許承道牧師主講：「請給我
水喝--如何以同理心傳福音，
付出關懷讓高牆倒下」。

4. 3/20婦女團契聚會，邀請馬
偕醫院林秀錦護理個案管理
師專題演講：「常見婦女癌
症及預防」。

5. 3/25 (日) 棕樹主日

新任牧者介紹

台灣神學院助理教授 賴弘專牧師
賴弘專牧師

感 謝
上帝的恩典
與憐憫，將
我從不認識
祂 、 陷 於
自 我 中 心
的苦境中救
拔出來，能
夠在星中的
大家庭與眾
牧 長 、 同
工 一 起 服
事 ， 內 心

充滿歡欣喜樂。我出生於彰化縣一個傳統民間宗
教背景的家庭，在大學時代，受邀請參加校園團
契活動，因而漸漸認識主，並在外文研究所畢業
後受上帝的引導，進入台灣神學院道碩班學習。
在神學院受到許多老師、牧者的啟發，使我從原
本夢想從事文學研究，轉而體認到宣揚福音、服

事人群是更美的追尋，因而決定奉獻一生做傳道
人。在道碩畢業後，先到美國進修舊約神學碩士
與博士，在2014年於維吉尼亞州聯合長老宗神學
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完成博士論
文，之後以傳道身份，受派在台灣神學院擔任舊
約教師，在去年底封牧。

    在神學院所教的科目有希伯來文、舊約導
論、以賽亞書等等，希望藉此提升同學的聖經知
識與釋經能力，更期許自己能以上帝的話語餵養
未來的傳道人，使他們與經文中的世界會遇，能
像在寶座前敬拜的以賽亞先知一樣，渴望被神聖
的主潔淨，並激勵會眾活出聖潔與悔改的生命。
我的妻子楊靜欣傳道受派於基隆中山教會服事，
主日時我通常協助她，與她一同面對牧會現場的
挑戰。在陪伴會友與社區兒童時，需要放下自我
去聆聽人們生命的故事，並幫助他們在基督的光
裡找到改變的可能。展望未來，相信仍有充滿挑
戰的驚喜旅程，但在主的帶領與眾牧長的引導
下，要繼續在崗位上盡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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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消息】

1. 3/12(一)晚上6:30在安和教會
召開第二次區會。

2. 5/21(一)晚上6:30在城東教會
召開第三次區會。

3. 台北二區台語嘉年華活動更
改日期至6月2日在台北和平
教會舉辦，邀請主日學、青
少年、社青朋友踴躍報名。

【台北和平教會】
1. 4/01(日)上午10:00復活節聯
合禮拜．清唱劇

2. 4/08(日)上午10:00復活節聯
合禮拜．聖禮典

3. 4 / 1 4 (六 )上午 8 : 3 0 -下午
15:30：用聖經故事傳福音

4. 4/29(日)新朋友聯誼會
5. 5/20(日)社區音樂會
6. 5/26~27(六~日)全教會培靈會
7. 5/27(日)聯合禮拜．培靈講道 

【台北東門教會】

1. 4/08(日)上年度慈善奉獻。
2. 4 / 11 (三 )姊妹團契心靈園
地：禱告操練培訓，張斐儀
牧師娘主講。

3. 4/22(日)姊妹團契例會，陳
美玲老師主講：台灣女學—
介紹長榮女中食到長女水，
無肥也要婿。

4. 5 / 0 2 (三 )姊妹團契心靈園
地：好書分享，連碧玉長老
主講。

5. 5/20(日)松年團契例會，邀
請陳美鸞教授專講，主題：
50年「學與教」經驗的心得
分享（一）。

6. 5/25(五)姊妹詩班與棒鐘隊
大溪一日遊。

【仁愛教會】

1. 4/0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
與聖禮典。下午舉行家庭聖
餐關懷禮拜。

2. 4/27-28（五~六）舉辦長執
同工退修會。

3. 小組訓練日期時間：5/5、

5/12、5/19、5/26、6/2、
6/9上午9:30~12:00於教育館
舉行「屬靈家長訓練」。

4. 5/13（日）慶祝母親節。

【安和教會】

1. 4/0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聖
禮典

2. 4/15(日)春季會外禮拜
3. 5/13(日)母親節慶祝禮拜

【台北大安教會】

1. 4/01(日)復活節主日，舉行
讚美禮拜及聖禮典。

2. 4/03(二)松年大學舉辦知性
之旅，遊覽「林口大學志
清湖」參觀「台塑企業文
化館」及「金蘭醬油博物
館」。

3. 4 / 0 8 (日 )舉行清明追思主
日，追思本會會友及其直系
親屬。

4. 4/15(日)與泰雅爾中會豐山
教會締結夥伴教會。

5. 4/29(日)上午與夥伴教會安
瀾橋教會前往基隆海洋大學
聯合舉辦野外禮拜；下午遊
覽北海岸。

6. 5/06(日)韓國弘聖姊妹教會
設教60週年慶典，將組團
前往祝賀，5/5(六 )出發，
5/9(三)返國。

7. 本教會天使兒童合唱團新學
期已開始招收團員，歡迎年
滿五歲至國小六年級小朋友
報名。簡章備索。

【南崁大安教會】

1. 4/22(日)邀請伊甸基金會喜
樂合唱團來本堂音樂見證分
享，歡迎兄姊踴躍參加。

【六張犁教會】

1. 4/01(日)復活節感恩禮拜
2. 4/22(日)聖禮典
3. 5/05(六)全教會一日遊
4. 5/13(六)母親節感恩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3/13(二)婦女團契前往陽明
山二子坪生態步道、竹子
湖、後山公園、花卉中心參
觀。

2. 4/0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
舉行洗禮。

3. 4/22(日)野外禮拜：前往三
芝雙連安養院禮拜堂邀請蔡
三雄牧師主理、參訪馬偕醫
學院、三芝教會。

4. 4/29(日)大眾傳播主日(新眼
光電視奉獻主日)邀請前嘉義
北榮教會湯孟宗牧師，帶領
信徒造就培靈會。

5. 5/01-5/03(一~三)婦女團契
馬祖之旅

6. 5/06(日)青年主日，為暑期
短宣隊營會關懷奉獻。

7. 5/13(日)母親節讚美禮拜，
由主日學主理。

【深坑教會】

1. 4/0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
2. 4/22(日)聖禮典
3. 5/06(日)野外禮拜
4. 5/13(日)慶祝母親節

【城東教會】

1. 4/1復活節讚美禮拜
2. 5/13母親節主日-感恩禮拜
3. 5/20城東設教月-野外禮拜
（福隆）

4. 6/17聖禮典

【林口大安教會】

1. 教會開設感恩禮拜3月18日
舉行。

2. 教會住址：33371桃園市龜
山區文青路191號2樓

3. 牧師：吳天寶，幹事：林彥
呈0918-512-326

4. 教會電話03-327-7437
5. email:a7lk.taian@gmail.

com
6. 教會聚會：主日禮拜週日下
午三時，每週五晚上七時半
查經禱告會，歡迎參加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3/30 (五) 19：30受難日紀念
禮拜

4/1上午第一場禮拜舉行復活
節讚美禮拜，聖歌隊獻唱 無
比的愛 No Greater Love by 
John W. Peterson1.

6. 本會持續辦理老人事工並已
成功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申

辦-社區關懷據點4.0，最少提

供6個半天的活動，開課資料
如下:
a.婦女合唱團 
   每週二下午1：00~4：00
b.專題演講 
   每週三上午9：00~12：00
c.週三樂活教室 
   每週三下午12：00~15：00
d.讚美操歌唱班 

   每週四上午9：00~12：00
e.節奏律動班 
   每週五上午9：00~12：00
f.週五樂活教室 
  每週五下午12：00~15：00
g.烏克麗麗、口琴、歌唱班    
每週五下午12：00~15：00

歡迎65歲長輩向幹事辦公室
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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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20(日)上午九點北四區舉
行聯合聖餐禮拜，並共同關

心北四區新設與弱小教會。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基隆區2018年度公禱會時間表 】
1. 5/19(六)上午9:00-12:30，七
星中會大傳部和總會禮拜與

音樂委員會合辦『聖詩研習

營』，地點:基隆教會。
2. 6/2(六)上午9:00在深美教會
舉行長執訓練會，主題:新約
遊蹤II

【基隆教會】

1. 4/1聯合禮拜舉行「耶穌復活
讚美禮拜」並聖禮典及愛餐。

2. 4/8上半年度「幸福小組」啟動。
3. 5 / 6為「青年事工紀念主
日」，邀請簡安得長老講道，

並由青少年契友服事。

4. 5/13為家庭主日，舉行「母親
節聯合禮拜」，為母親祝福。

【正濱教會】

1. 4/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主日
學學生復活彩蛋DIY

2. 社區事工慶祝母親節五月
7-12日舉辦『胭脂之戀—唇
色之美』觀摩展。

3. 5/9(三)基隆區牧傳會正濱漁港
健行體驗之旅，並特邀維康復

健中心余院長談肩頸問題。

4. 5/13(日)慶祝母親節預訂在
萬里野外禮拜、聚餐、踏青

和觀賞海潮。

【東明教會】

致福益人學苑東明班 (春季
班)—(本期上課10週)

1. 3/27(二)晚上7:00-8:30日語
初級班開課,指導老師:張淑
玲

2. 3/28(三)晚上7:00-8:30手
工皂班開課,指導老師:吳麗
玲。(材料費1000元)

3. 3/29(四)晚上7:00-8:30陶笛
班開課,指導老師:謝春滿。
(樂器自備)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金陵教會】

1. 本會於四月1日(禮拜天下午
2:00-5:00)協同東勢里、龍
田里、松山健康中心於松山

新城舉辦復活節親子彩繪蛋

系列活動：有三大內容~
1)舞台區節目：有金陵弦樂
團的開場、活潑洋溢的舞蹈

演出、更有精彩的音樂劇-七
隻小羊演出...等。
2)彩繪蛋比賽及親子闖關攤
位：適合大小朋友一起前來

同樂，攤位有桌遊、釣鴨

鴨、射箭、彈珠台、套圈

圈...等。
3 )民眾服務攤位：恩典義
剪、健康三高篩檢、失智篩

檢...等。
2. 金陵弦樂團開放預約徵選
歡迎喜愛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的國小到高中的同學

們，踴躍報名參加金陵弦樂

團徵選(*自選曲一首、兩個
升降以內音階)。

經由專業的劉柏宏老師指導
(現任愛樂少年樂團指揮)，
將可大大提升您的琴藝並享
受在不同的樂風當中。
徵 選 詢 問 專 線 ： 0 2 -
27127752(白天)

【內湖教會】

1. 3月18日邀請曾昭瑞牧師舉
行教會培靈會。

2. 3月30日（五）晚上八點舉
行受難禮拜。

3. 4月1日(日) 復活節早上前往
湖光市場發送福音單張和紅
蛋，當天舉行復活節禮拜，
贈送紅蛋。

4. 4月14日參加中會舉辦長執
訓練會。

5. 4/24-25松年團契22人參加星
中松年兩天一夜靈修旅遊。

6. 盧佳暐姊妹、倪忠川弟兄於5月
5日假中山教會舉行結婚禮拜。

7. 5/13母親節，當天贈送每位母
親一份溫馨的母親節禮物。

8. 聖歌隊定5/19-20舉辦靈修營。

9. 每週六下午1-6點舉辦課輔班。

【東湖教會】

1. 3/25～3/31本會舉行受難週
特別聚會（改變生命的一

週），3/25（棕樹主日紀念
禮拜）3/26（一，受難週序
幕默想）3/27-28（二，三電
影欣賞）3/29（四，與主共
進晚餐）3/30（受難日禱告
靈修會）

2. 5 /20為本會設教32週年，
本會將邀請講師舉辦內在醫

治，如何親近神，與神交

通，培靈會，1.5/19（六）
14 :30 -16 :30。2 .19 :30 -
21:30。3.5/20（日）9:30-
12:00。歡迎兄姐參加

【徐春芳教會】

1. 本會將於3/24,5/19,5/26,早
上10:00~16:30舉辦拉法靈
命更新造就會，特邀講員：

黃顯光牧師前來，歡迎兄姊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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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日)下午3:00宜蘭更生團契於宜蘭教會五
樓禮拜堂舉辦音樂會。

2. 3/27(二)上午9:30於蘇澳教會召開蘭陽區會第
二次會議。

3. 3/30(五)晚上7:30於冬山教會舉行蘭陽區基督
受難聯合聖餐禮拜。

【宜蘭教會】

1. 3/18(日)08:00~12:00兒童牧區(1~6年級孩童與
家長)舉行親子校外教學{外澳淨灘}，透過實際
行動，愛護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美麗地球。

2. 3/25(日)上午 9:30 聯合禮拜，舉行歷代親人
追思禮拜。

3. 4/4(三)上午 10:00 曾基恩弟兄&王秋如姊妹之
長女『曾純真姊妹&繆昀弟兄』於本會五樓舉
行『訂婚感恩禮拜』，歡迎大家觀禮祝賀。

4. 5/4(五)晚上7:00～5/5(六)下午17:00於利澤簡
失親兒中心舉辦『遇見神營會』。 內容:天父
的愛、奔向自由、心靈醫治、聖靈充滿。 報
名費用：600元/人 報名資格：於本會聚會滿3
年，並已受洗者。

【羅東教會】

1. 3/24(六)上午10:00神學生翁鵬翔與王筱雲姊妹
在本會舉行結婚禮拜，恭喜！願上帝賜福！

2. 3/25(日)第二場禮拜後舉行本年度「聯合追思
禮拜」，參加者請預備親人相片一張（A4大
小，加框、支架）故人簡歷200字以內，交辦
公室。

3. 4/1(日)復活節，當日有遊行，第二場禮拜提前
9：30開始，禮拜中舉行聖禮典、洗禮，若要
洗禮者請向辦公室報名，並安排上學道班。

4. 五結建堂總經費4,500萬，已付款20,286,000
元請關心奉獻。建堂基金：2,316萬元，今年
募款目標2,500萬。

【冬山教會】

1. 3/18-11/18教會舉辦「新住民家庭簡易服裝修
改技藝班」(共九週)，於每月第三週主日下午
1:30開始上課。

2. 教會開始社區松年事工，歡迎兄姊邀請鄰居
長者前來參加成長課程，活動免費備有午餐
(每週二到四，暫定第一期3-6月)，時間上午
8-12點。

3.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4/14(六)上午9：30-
15：00在本會舉辦『聖經餐桌小旅行』，報
名費100元/一場。

【礁溪教會】

1. 3/18(日)11:30-12:30視聽資訊組舉辦聚會影片
剪輯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兄姊出席參加。

2. 社青團契4/7(六)舉辦樂水部落文化體驗一日
遊。

3. 婦女團契3/22(四)9:30-11:30於教會舉行讀書
會，邀請林修儀姊妹分享，主題：「得救見
證分享會」，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利澤簡教會】

利澤簡設教135週年系列活動：

1. 4/7(六)草嶺古道健行活動

2. 4/15(日) 禮拜後邀請羅東教會吳永華兄弟主
講 是『述說馬偕與利澤簡教會歷史故事』。

3. 4/29下午3：00 舉行設教135週年感恩禮拜邀
請陳福住牧師講道。

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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