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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主題，我想問的
是，世上有什麼事可以讓上帝的兒子如此激動？
這就是我們藉這段經文要探討的。你能想像當時
的情境，羽毛飛揚、硬幣沿著走廊的各個方向滾
嗎？你能聽到那些生意人報警說：我們這裡有一
個瘋子，快派人來逮捕這個瘋子。耶穌在這種喧
鬧的狀況下說：這個地方看起來不像聖殿，而像
是一座商場，以賽亞的話不是點出這建物真實意
義－成為所有國家、民族、百姓祈禱的殿？

這個故事要注意的地方在於，如果地方記者
當天採訪了那些生意人，每個人都會非常堅定地
捍衛他們的權利說：「我們是為來敬拜的人提供
必要的服務。」「百姓如果離這裡很遠，他們要
如何預備獻祭的動物？他們無法牽著牛羊走在耶
路撒冷的街道，必須有人提供這項協助…。」但
是，他們不會告訴地方記者的是，他們在付出的
成本上，增加很高的費用，來賺取了巨額的利
潤。

當我們把禮拜場所變成商業化時，我不認為
上帝會喜悅，今日，我們可以看到以前沒有的東
西，你可以買一條祈禱巾、聖地的橄欖油、哪噠
香膏、聖水，你可以購買各種支持信仰的物品，
來提高你的宗教經驗。當你看到別人買、別人
用，心裡有沒有癢癢的。就像三月的衛生紙之
亂，明明家裡的衛生紙夠用，仍然不放心，還是
一窩瘋的跟著大家去搶。

用這些東西，上帝會更感動嗎？對我們來

說，上帝不僅關心我們是否在做上帝的工作，更
關心我們如何，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當我站在
基督審判台前時，他不會問有關教會增長或經費
的問題，而是問我為什麼要牧養這間教會；如果
你在教主日學，上帝不會問你教了什麼，但會問
你是否帶著上帝的愛來對待每一位學生，是否以
正確的理由來教課；如果你在教會服事，無論是
在長執會、詩班敬拜，無論在哪個位置，問題不
在於你有沒有服事，而在於你如何服事。是帶著
好的心態，為著正確的理由嗎？還是你帶著其他
的原因來服事。我相信兌換錢銀的人，也說他們
在服事，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對他們的動機
並不滿意，上帝對他們的服事也沒有任何感動。

當我們來到上帝面前，我們不需要帶任何動
物來獻祭，因為我們知道不需要了。但我們是不
是用同樣謹慎、敬虔的心態來到上帝面前。「上
帝，我在這裡。上帝你親自代替我要獻的牛羊，
我這一小時的時間，原本可以在床上，但我要把
這個時間獻給你，所以，現在請你祝福我，回應
我所有的祈禱。」我想我們應該不敢這樣祈禱，
但是，我們對禮拜的態度是什麼？我們是否期待
在敬拜中得到聖靈的活力，或者來到教會，清楚
明白上帝要與你連結、交通，來影響你的生命，
改變你的人生嗎？

無論教會、基督徒、任何聚會方式的明顯特
徵，是禱告的香氣。耶穌沒有說：我的聖殿要作
講道的殿。他也沒有說過：我的聖殿要作音樂敬
拜的殿。但上帝的話確實是這樣說的：「我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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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要作萬民禱告的殿」。講道、音樂、讀上帝的
話語，顯然是我們必須融入我們的生活，和我們
的敬拜之中的事情，但上帝的聖殿重要的記號是
祈禱。事實上，上帝可以在我們十分鐘真實的祈
禱中做的，比牧師十次講道中做的還要多。

我們看今日的教會，上帝在五旬節一間閣樓
的房間的禱告聚會產生教會，但是今天，我們也
看見許多教會的禱告會幾乎已經絕跡了。我們必
須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我們必須看早期教會，
了解他們在做什麼，讓這些未受訓練的，這些沒
有受過教育的，這些未經考驗的門徒，開始進行
耶穌基督的革命。在使徒行傳第4章，當使徒遭
到不公正的逮捕、監禁和威脅時，他們沒有去抗
議，沒有動用政治去關說，沒有請律師打官司，
但是，他們去參加祈禱會，然後這個地方，很快
就被聖靈的力量震動了。使徒行傳4:31：「他們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都被聖靈充
滿，開始勇敢地傳講上帝的信息。」

我們需要在禱告生活中，理解基督徒的真正
力量。弟兄姐妹，今天你有一些沉重的負擔，你
對自己背負這一切感到厭倦了嗎？你家裡是不是
還有尚未得救的人，你的心為他來煩惱呢？你是
否處於經濟困境，似乎沒有出路，而且你覺得走
到盡頭了？你是否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總使你
不停流淚，你還是不知道你應該如何進行？

無論今天需要什麼，都可以通過祈禱找到，
將你們的教會，作為祈禱之殿，不是只有主日禮
拜，而是每一次你來到教會，我們都要意識到，
我們來教會的真正原因，是要藉著祈禱來與上帝
相遇。如果你想知道上帝的手怎樣在你的生活和
教會的生活中工作，它是藉著持續與堅定的祈
禱，我想不出比祈禱更重要的東西，對嗎？如果
你帶著需要來到教會，就來祈禱吧，如果上帝放
一些事情或是人在你心中，今天就把你心中的聲
音用禱告帶到上帝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有需要，
想要帶到上帝面前，讓我們一起聚集祈禱，上帝
必然垂聽眷顧。

【獻聘】

社后教會聘請李旻諺傳道師為第二牧師，任
期2018年4月10日起至2022年4月9日止，任
期4年。

【議事】
案一、辦理義光教會邱瓊苑牧師續聘後續處理事

宜， 
案二、討論改推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董事會董事事宜， 
案三、討論增加推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

財團法人董事會董事候補名單。
案四、同意接納追認傳道師陳榮恩申請牧師資格

評鑑。
案五、同意接納，推薦傳道師陳榮恩、傳道師施

佳僼申請牧師資格檢定，送交總會傳道委
員會申請辦理。

案六、同意推薦2018年台灣神學院三年制道學碩
士班一般考試名單，共計5名：雙連教會
楊文豪弟兄、雙連教會楊恩慈姐妹、永吉
教會呂谷風弟兄、古亭教會張瑋哲弟兄、
大安教會王仁邦弟兄送交台神辦理。

案七、推派沈俊成牧師、徐信得牧師、張軒愷牧

師、林榮道長老、蘇茂仁長老擔任特會
員，於2018年4月22日主持社后教會李旻
諺傳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二任牧師授職禮拜
特會。

案八、推派林憲懋牧師、蔡維倫牧師、林榮任牧
師、鄭穹翔長老，出席7月21日於雙連教
會舉辦之本宗神學院道碩報考生「服事輔
導」說明會

案九、推派陳天來牧師(召)、張軒愷牧師、許承
恩長老擔任中坡教會牧會關懷小組，關心
教會事工。

案十、推派副議長陳天來牧師帶職擔任「性騷擾
申訴處理委員會」之委員。

案十一、辦理民生教會建物損傷賠款處理事宜。
案十二、同意接納中山、松江路、南崁大安、信

義、百福、頭城等教會申請應屆傳道師，
共申請6名應屆傳道師，轉送總會傳道委
員會辦理。

案十三、同意接納移轉牧師喬約書亞之牧師籍轉
至台南中會。

案十四、同意接納改推派陳文欽牧師擔任北大阿
卡小組組員。

【獻聘】

1、中山教會續聘葉啟祥牧師為第八任主任牧
師，任期2018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
止，任期4年。

2、台北公舘教會聘請李玫莉傳道師為宣教牧
師，派駐深坑教會，任期2018年8月1日至
2020年7月31日，與主任牧師同。

3、古亭教會聘請陳美西牧師為宣教牧師，派駐
北四區汐萬路教會，任期2018年1月1日起，
與主任牧師同。

【議事】

案一、 第67屆第3次中會議會預訂2018年7月16
日(一)上午10:00於馬偕醫院9樓第一講堂
召開。

中委會  >> 消息 >>

第67屆第5次中委會議錄

第67屆第4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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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傳部設定的主題是「敬拜」，我想分

享美好家庭禮拜的經驗。

我成長在長老教會的家庭，家族成員長輩，

持守著長老教會單純、敬畏神的信仰生活，長大以

後，接觸了各種形式的敬拜，童年傳統家庭禮拜，

仍然溫馨而美好，在記憶的寶盒裏閃閃發光。

我的外婆家住在嘉義民雄鄉，現在的嘉義中

正大學邊。每年寒暑假，媽媽都會帶我和弟弟回

娘家，很期待的時光！因為外婆家最好玩了 ! 我
們常到山上採野果，爬到樹上吃龍眼，吃到流

鼻血。外婆家整片山種滿了金桔(現在的金桔農
莊)，我的外祖父蔡海漂先生開創了民雄名產金桔
餅，所以家裏白天很多工人，製作桔餅。

到了晚上，工人都回去的時候，整個農園漆

黑安靜，因為電還沒有引進來，是一個黑暗的地

方。家裏點著油燈，三個舅舅和家屬住三合院，

我的外祖母蔡廖險是長榮女中畢業生，非常重視

信仰生活。吃完晚餐，祖母就邀請大家來家庭禮

拜，由家族中的大人輪流來主理(這是多麼好的訓
練啊)。他們帶領大家唱聖詩、讀一段聖經，然
後簡短分享信仰勉勵大家。在油燈的閃爍下，我

看到整個家族約20多人圈在溫馨的光芒下，同心
領受神的話，吟唱聖徒的見証詩歌。屋外農園很

寂靜，一邊唱，一邊感覺雖然勞動很辛勞，然而

有慈愛的主同在，內心很平安。那時候，沒有電

視，沒有電燈、當然沒有手機和電腦，但是，內

心很純淨，所以聽得到上帝的聲音，裝得進神的

恩典。我的祖父祖母以信仰傳家。感謝主！一直

到今天嘉義的金桔農莊，還是在上帝的眷顧下，

得到許多人喜愛，許多教會都會去踏青野外禮拜。

在我的家，我的爸爸也是非常重視家庭禮

拜的。我的父親賴道明長老，鐵路局公務員，每

週四晚上我們家會舉行家庭禮拜，爸爸媽媽帶領

我和弟弟唱聖詩。我們四個人唱四部，和音很優

美。爸爸教我的聖詩，我永遠不會忘記。爸爸教

我的祈禱，我也永不忘記，雖然我現在成為牧

師，但是，用餐前我還是會常常用爸爸教我的祈

禱文來祈禱：「感謝上帝，賜我好吃的飯和菜，

求你使我吃了身體健康，有氣力，靠主的名求，

阿們 ! 」我想起來箴言22：6：「教養孩童，使
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孩童

時父母的教導印象很深刻，很寶貴。我們要珍惜

教導孩子們的機會，稍縱即逝。

爸爸也會在家庭禮拜中帶我們讀白話字聖

經，勉勵我們。我記得孩童的我，很怕田間草屋

放死人骨頭的骨灰甕，問爸爸，若是那個鬼跑出

來怎麼辦？爸爸說，你不要怕，你要說，我是主

耶穌的學生，我奉主耶穌的名，叫你出去 ! 這樣
鬼就會跑出去了 ! 我看到爸爸信心的力量，就剛
強壯膽，不再害怕了。

家庭禮拜，就是家庭祭壇，今天的世代，我

們教會對於敬拜的方式有很多新鮮的設計，新的

構想，希望帶領會眾到上帝的面前，領受上好的

福份，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以家庭為

基礎的敬拜，家庭的信仰教育是最基本的，不要

用「信仰自由」來推卸父母的責任，我們不是期

待把好的東西給子女嗎？我們不是期待子孫蒙福

嗎？沒有好的信仰品格，沒有在上帝的慈愛光照

下，孩子們人生的路，有何保障？所以，藉著身

教、言教、藉著生活化的家庭信仰教育，把寶貴

神的祝福，傳給我們的孩子吧 !

家庭禮拜---家庭祭壇
賴德卿 牧師

案二、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蔡維倫牧
師、林萬賀長老、許承恩長老擔任特會
員，於2018年8月12日主持台北公舘教會
李玫莉傳道師封牧暨就任宣教牧師派駐深
坑教會感恩禮拜禮拜特會。向台南中會申
請辦理移轉傳道師籍。

案三、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葉啟祥牧
師、陳兩國長老、蘇茂仁長老擔任特會
員，於2018年7月22日主持第一教會鄭國
展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特會。

案四、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陳天來牧
師、林榮道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特會
員，於2018年6月10日下午3:00主持北四
區教會汐萬路教會開設禮拜暨陳美西牧師
就任古亭教會宣教牧師派駐汐萬路教會授
職感恩禮拜，汐萬路教會歸屬七星中會北
四區。

案五、 同意接納沈紡緞牧師申請於2018年7月31
日盡程退休，協助沈牧師完成申請手續並
轉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案六、 討論並辦理小型教會申請事工補助事宜，
2018年度補助松江路教會、台北復興教

會、成德教會、基隆中山教會、建德教

會、利澤簡教會、三星教會、蘇澳教會等

8間教會。
案七、 辦理林口大安教會開拓新教會補助款申請

事宜。

案八、 辦理方馨詠牧師任職異動相關證明文件，
提供『英文版牧師證明書』申請事宜。

案九、 5月27日為「七星中會開拓新教會奉獻主
日」，託傳道部辦理「七星中會開拓新教

會奉獻主日」交換講台事宜。

案十、 同意星中校園事工部報備於2018年6月9
日邀請新店行道會蔡易尊牧師主理研習

會。

案十一、同意仁愛教會報備於2018年6月10日邀
請IM行動教會松慕強牧師主理福音主日禮
拜。

案十二、通過張主憫牧師續聘為台北大專中心主

任牧師。

案十三、辦理第二次申請應屆傳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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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師介紹

金包里教會 陳慕恩傳道
陳慕恩傳道

一直想用探
索自我的方式來
寫介紹，也就促
成了這篇短文。
先說一個故事。
有個縱情酒食的
修士在修道院時
兢業的生活，甚
至連《聖經》都
不敢帶進廁所、
或抬腳橫跨過聖
經，深怕那是褻
瀆。這個修士認
為 自 己 人 微 言
輕，滿腔淑世之

觀無法舒懷。有日，一位朋友恐嚇他，說：「你
若棲身在現況、不想如何為上帝做事，就願上帝
責罰你。」修士心生恐懼，開始脫離修道生活，
勉力成為一個教師，立志對著千萬的人暢言心中

那套淑世之法。
這個故事原型，來自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

的小傳。也似乎我的人生就被這樣的文本所牽引
――我，就是故事中的主人翁。我的人生中，也
非常崇敬那些偉大的傳教師，無論是已然歷史中
的人物，或者還活著向我說話的。他們對事奉上
帝的熱忱與忠誠，是時常使我「恐懼」――我若
不像他們般事奉，恐怕上帝責罰。

談談我的個人簡歷，我是大學畢業那年才
信主的，起因是我八十六歲的爺爺因中風而宣告
病危。那時，我做了宗教味十足的第一個基督教
「交換式禱告」，而我爺爺確實也如祈禱內容康
復，而我如「約定」般的接受洗禮。自此，我
對基督信仰的熱衷開展出來。追求靈恩（與現
象）、個人佈道、聖經知識，直到成為一位「唐
迷」，開始認真思考基督教信仰。如此十數年過
去，鼓足勇氣脫離職場，期待自己擁有一張講話
有人願意聽的嘴，與堅定表達「這是我的立場」
的心志。

台北公舘教會吳慧馨牧師

還記得第一次站立在上帝

面前，領受長執職份的那一時刻

嗎？曾經以戰戰兢兢的心，期盼

與牧者為上帝做最美好的福音事

工嗎？

2018年第一次的長執訓練
會，就以「領受上帝的大能，從

擔任長執開始」揭開序幕。出身

於嘉義中會的湯孟宗牧師，以幽

默風趣的口吻，提醒在座的長

執，莫忘初衷，一切的服事，務

必連結於上帝的大能。牧者、長

執、幹部、信徒定要同心協力，

才能讓教會增長、讓教會成為市

民的燈塔。

湯牧師以七點來分享：1.領
受上帝大能的教會同工（牧師、

長執、幹部）是上帝親自選召

(約十五16)；2.成為被揀選的同
工必將經歷神的大能；3.被揀選
領受大能者是知道自己不夠、軟

弱、有罪…；4.領受主恩為主服
事者應與主親近，並操練自己、

裝備自己、合乎主用；5.合乎主
用的同工就得學會團隊服事，

把教會變成主裡親愛的家庭；

6.領受上帝大能的同工得回應主
的大使命，並要負起教會復興的

重責；7.應以生命的愛來帶領生
命、來傳福音、來完成大使命。

接續，有五組分組研討，
參加同工可在上下午時段，從五
個主題選取兩個小組參與討論：

1.教會異象策略目標的擬訂：
蔡政道牧師(雙連)。從評估現
況(三大要素：存在使命、異
象願景、核心價值)、決定策
略、設立目標，轉化為理想教
會的模式。

2.教會法規中的法與情：黃春生
牧師(濟南)。從現行的教會法
規中，分享教會的現況與問
題，做實況的討論。

3.教會增長中的關懷小組：湯孟
宗牧師(蕭月瑕基金會)。教會
中的關懷小組是團隊服事，也
是平信徒的動員。以重關懷少
聚會、重禱告少查經、重分享
少評論三大方向來進行，組成
屬於長老教會的關懷小組。當
大家謙卑又同心推行小組，教
會一定增長。

4.值得留下來服事的理由：徐光
宇長老(松山)。當教會的牧師
要我承接哪個服事，就會全力
以赴。在服事中，學習「授

權」和「信任」，信任和溝通
都是讓彼此更親密與合一的關
鍵，並享受每一次的服事，為
主而活。

5.從擔任長執開始：吳慧馨牧師
(台北公舘)。牧師與長執，一
起乘著聖靈的風，揚帆啟航，
建造教會。長老與執事，是出
於上帝的選召在教會中服事聖
工，管理教會。照顧羊群，靈
命培訓屬長老，庶務行政屬執
事，凡事為上帝的榮耀而做。

有鑑於小組研討中，只能
就兩個主題彼此就各自教會的
情境，與其他同工一起分享，
因此，在綜合討論時間裡，125
位與會同工就能在簡短的一小時
中，聽盡了五大主題與討論，就
是要回到上帝的呼召與起初的愛
心，才能連結教會與弟兄姊妹。

WWJD，「如果是耶穌，祂
會怎樣做！」藉著按立，一個人領
受上帝的恩典、權柄以及責任，而
這些轉化成為特別的職分與身份。
在這藉著按立得著的任務裡，我們
一同成為教會正式的僕人，也為教
會而服事。願上帝賜福，使我們成
為上帝榮耀的肢體。

領受上帝的大能，從擔任長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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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5/15婦女團契前往新竹監獄
詩歌宣揚，由黃春生牧師主

講、鄭靜音老師指揮。

2. 濟南講堂「關懷我們的家
園」系列活動 
1)5/20(日) 講題：從 CSR到

PSR談非核家園。由申永
順副教授 (馬偕醫學院 )主
講；許秀嬌(綠電合作社理
事)回應。

2) 6/2(六)9:00-12:00講題：
能源轉型的思考與實踐。

由林子倫教授 (行政院能源
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主
講；講題：綠電合作社。

由黃淑德(主婦聯盟綠電合
作社理事主席) 主講，蔡怡
佳教授(輔仁大學宗教系主
任)回應。

3) 6/2(六)13:00 圓桌對話：
找尋明天的答案

4) 6/3(日)14:00生態主日
講 題 ： 找 尋 明 天 的 答

案——談低碳飲食。由葉

衍均(宜蘭在地復育負責人)
主講。

禮拜：生態關懷禮拜暨生

態關懷者協會廿週年感恩

禮拜。

3. 神學禮拜日
1)5 /6邀請鄭睦群老師前來
與大家討論他的博士論文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

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

2 ) 5 / 2 0主題：鳥籠中的自
由？―談中梵協議的政教

意義  主講：邢福增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
院長)  與談：鄭仰恩教授 
(台灣神學院歷史學教授 ) 
與談：潘牧師 (旅居中國
的牧師) 主持：盧悅文(前
WCRC副主席)

4. 處境查經班特別聚會：5/13
《死亡行軍》新書座談會。

該書是描述白色恐怖被逮捕

入獄蘇友鵬醫師的回憶錄。

蘇醫師早期跟隨陳泗治牧師

在士林教會聚會，晚年於

2016年9月受洗歸入主名。
5. 6/30晚上於教育中心舉行壯

年牧區福音餐會，邀請許錦

城執事(馬偕醫院醫師)見證分
6. 濟南教會2018 國際古蹟日寫
生比賽，報名時間至7/1止。

7. 2018情感教育營，主題：在
愛中自由，時間：2018年
7/10-12 (二-四)，地點：濟
南教會教育中心，對象：高

中、大專青年。費用：新台

幣600元。

【雙連教會】

1. 暑期兒童營：台北囡仔台語
夏令營

1) 時間：7/24-7/27， 8:45-
16:30

2) 地點：雙連教會7-8樓教室
3) 內容：台羅拼音、童詩童
謠、囡仔古朗讀、戲劇表

演與童玩製作教學等

4) 對象：國小一年級至六年
級學生，預計120人，額滿
截止

5) 費用：每人1000元
6) 請上雙連教會網頁→強檔
活動→2018兒童夏令營報
名專區報名

2. 夏季學校：快樂假期之小小
種籽 
1)時間：7/30-8/3，13:30-

17:00
2) 地點：雙連教會8-10樓
3) 對象：年滿3歲至國小六年
級

4) 費用：完全免費，由教會
補助

5) 請上雙連教會網頁→強檔
活動→2018兒童夏令營報
名專區報名

【中山教會】

1.  5 /6兒童主日學合唱團於第
一、二場禮拜中獻詩。歡迎

鼓勵小朋友報名參加兒童主

日學合唱團。

2. 本會訂於7/2-6於宜蘭失親
兒基金會利澤簡活動中心舉

辦第五屆青年營「如獲新

生」，歡迎國一以上學生報

名參加，報名費2,500元，截
止日期6/24，5/31之前報名
可享早鳥優惠1,500元。

3. 5 /8上午邀請馬偕醫院台北

社區醫學中心於副堂提供血

糖、膽固醇檢測及護理人員

諮詢服務。

4. 5/13由本會社區婦女合唱團
及兒童主日學獻詩，表達對

母親的養育之恩。本會並將

原購買禮物款項金額，轉捐

贈給「賽珍珠基金會」照護

新移民族群的這些辛苦媽媽

們，讓她們同感上帝的愛。

5. 5/19晚上舉辦名人講座，邀
請史俊威弟兄（蘇打綠樂團

鼓手及詞曲創作人）分享：

「信仰是生命感動創作的養

分」。鼓勵會友邀請慕道友

或未信者參加。

6. 5/20下午2:00迦拿團契邀請
台大醫院賀立婷醫生，主講

題目: 「血管壽命決定我們的
壽命」淺談血管老化及膽固

醇。

7. 5 / 2 7（日）福音主日，第
一、二場禮拜，邀請陳盛

興、賈榮華夫婦見證分享：

「 爆 裂 的 家 只 有 祢 能 恢

復」，孩子吸毒、混幫派，

夫妻失和，爸爸突然病痛在

死亡邊緣掙扎，已經爆裂的

家，靠主恢復。

【榮星教會】

1.  本會今年建堂借款還款(約瑟
計劃)目標為2800萬元，目前
正推動乾會(無息借款)七十勇
士(每口30萬)、基甸三百精兵
(每口每月500元)、認獻金磚
口數(每口每月2000元)或五
餅二魚(金額不限)，對外也徵
求願意開放建堂募款及義賣

的單位，求主繼續感動有教

會或機構回應。

2. 第三期幸福小組(成人10組、
青年7組)，預定6/30及7/1舉
行幸福慶典，期待更多人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

3. 本會益人學苑目前歌仔戲班
有11個學員，反應很好，6/3
益人學苑成果發表會，包括

日語班、日語卡拉OK班都參
與表演，並參加恩典策略聯

盟主辦，6/16於海霸王舉行
的裘海正福音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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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消息】

1. 7/16(一)晚上六時在台北大安
教會召開第四次區會。

【台北和平教會】

1. 6/3(日)三堂聖餐禮拜
2. 6/11(一)台大愛心晚會-晚上

6:30 
3. 6/17~18(日~一)和平出身傳
道人獻身分享會

4. 6/24(日)福音隊差派禮-早上
10:00

5. 7 /1 (日 )社區音樂會  -下午
2:30

6. 7/13~19(五~四)金華服務隊
7. 7/14 (六)  、7/21 (六)  、

7/28(六 )洗禮學道班 -晚上
7:30

【台北東門教會】

1. 6/3(日)管風琴、棒鐘聯合音
樂會。

2. 6/6(三)姊妹團契靈命日糧：
愛餐分享。

3. 6 / 1 0 (日 )荊棘團契查經分
享，楊台鴻長老主理。

4. 6/17(日)家庭團契聚會分享
主題：聖經中的錢。

5. 6/24(日)荊棘團契例會，邀
請張斐儀牧師娘，主題：家
庭教養。

6. 6/24(日)姊妹團契例會，邀
請陳美鸞教授專講。

7. 6/30(六)下午1點，兒少營同
工營前預備及協調會。

8. 7 / 2 - 7 / 7 ( 一 - 日 ) 下 午
1:30~5:30舉辦暑期兒童少
年營，主題：認同這塊土地
的愛。

【義光教會】

1. 6/2(六)假九份(九份教會)舉
行六月份舉目向山祈禱會。

2. 6/9(六 )舉辦社區室外音樂
會，邀請義光教會社區居民
於民榮公園一起歡慶端午，
贈送端午福音粽，同時由義
光教會直笛班、水噹噹合唱
團及個人演奏參與。

3. 6/16-17(六-日)預定舉行台東
敬師探訪之旅，探訪長者牧
師並關懷原住民教會事工。

4. 7/7(六)假三峽台北大學舉行

七月份舉目向山祈禱會。
5. 7/22(日)邀請美國加州蔡鈴
真牧師蒞會證道並舉行培靈
專題。培靈專題-個人靈修生
活。開放並邀請各會信徒參
與。

【仁愛教會】

1. 6 月 門 徒 訓 練 （ 屬 靈 家
長）：6/2、6/9、6/16，週
六上午9:30~12:00，地點在
仁愛教會教育館。

2. 6/10（日）福音主日，邀請
I'M行動教會松慕強牧師前來
分享信息。

3. 6/15（五）松大結業典禮與
成果表演。

4. 6/24（日）仁愛教會舉行野
外禮拜，前往頭城農場。

5. 7/1（日）仁愛教會設教47
週年。

6. 7 / 6 ~ 8（五 ~日）舉辦兒
童 夏 令 營 ~ 英 雄 品 格 營
（上午9:00~16:30，週日
9:00~13:00）。

【安和教會】

1. 6/2、6/9、6/16上午9點半到
12點屬靈家長訓練

2. 6/2(六)下午二時至四時， 兒
童福音事工"樂高體驗會"

3. 6/3(日)聖禮典
4. 6/24(日)盧俊義牧師培靈會 
5. 7/4~8(三~日)暑期兒童夏令
營

6. 7/8(日)主日禮拜舉辦 兒童夏
令營成果展及福音佈道會

【台北大安教會】

1. 6/10(日)10：00於第二場主
日禮拜中，舉行本教會松年
大學畢業暨結業禮拜。

2. 今年度畢業生有：博學班
（第1屆）7名；碩士班（第
23屆）1名；學士班（第25
屆）3名。學員作品將於6/8-
6/10於本教會展出。

3. 6/17(日)男聲詩班及夫婦團
契將前往東部中會花蓮港教
會主領福音主日。

4. 6/24(日)松年詩班訪問新竹
中會通宵教會並獻詩。

5. 本教會社區學院將開暑期課

程：(1)防失智養生班 7月4
日起，每週三上午9：00～
11：30上課。(2)親子體重管
理班7月3日起，每週二上午
9：00～11：30上課

6. 以上課程，皆聘專業講師及
營養師，歡迎洽詢本教會並

報名。

【南崁大安教會】

1. 6/10(日)邀請好豐盛樂團主
持幸福主日

2. 推動幸福存款簿，天天祝福
給福音朋友

【六張犁教會】

1. 5/18(五)迦樂小組及社區老
人據點桃園監獄福音佈道。

2. 6/24(日)第三次福音主日邀
請城東CityBoy與WeR漾 兩
男聲重唱團聯合獻唱。

【台北公舘教會】

1. 6/10(日)松年大學畢業典禮
2. 7/7-7/8(六日)聖歌隊前往玉
井教會觀摩服事

3. 每周一晚上七時半青年查經
班、每周五上午九時關懷查

經班歡迎參加。

【深坑教會】

1. 5/6(日)舉行野外禮拜
2. 5/13(日)慶祝母親節
3. 5/20(日)舉辦愛筵
4. 6/24(日)定期委員會及探訪
長期無法來教會禮拜的長者

5. 感謝上帝8/12李玫莉傳道師
於公舘教會封牧將派註深坑

教會屆時歡迎弟兄姐妹來與

我們一起獻上感恩。

【林口大安教會】

1. 目前主日禮拜時間為每主日
下午三時，歡迎兄姊參加。

2. 4月1日新選出選出長老：郭
熙斌、王受恩，執事：陳殷

傑、蔡崇仁、蕭北區、蕭珮

潔、趙令釧。

3. 今年暑假預備申請傳道師請
為新任牧者禱告。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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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教會】

1. 6/10（日）要舉行洗禮與聖餐。
2. 6/14（四）要在松山國小舉
行生命教育結業式。

3. 6/24（日）為「小組事工主
日」。

4. 6/29（五）要舉行松年大學
2017學年度畢業典禮。

5. 7/7（六）星中松年部借本教
會舉辦例會。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基隆區消息

1. 2018基隆區聯合公禱會：
6/29榮隆長老教會,7/27和平
島長老教會。

【基隆教會】

1. 6 / 1 0 國 語 禮 拜 （ 上 午
11:00），邀請電視購物台銷
售女王徐植蓉傳道， 蒞會分
享她的幸福秘訣。

2. 6/17主日舉行「聖禮典」，
於台語堂及國語堂，分兩堂
舉行。 

3. 6/24主日舉行「143週年聯
合感恩禮拜」並舉行愛餐。
邀請創作才子歌手楊豐彥弟
兄，分享他追尋幸福的生命
故事。 

4. 7 / 5 - 7 / 8（四 -日）舉辦
「2018暑期生活品格營」，
招收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
學生，僅收50名。費用450
元，於 5月底前完成報名
者，可享優惠價3 5 0元，
6/10前或額滿截止。

【正濱教會】

1. 2018正濱夏季學校(夏季週
末兒童營)
內容豐富有趣唱歌、戲劇&
遊戲，樣樣都不能錯過！ 
時間： 2 0 1 8 / 7 / 7 (六 )、 
7/ 14(六)、7/ 21(六)
下午14：00 ~17：00週末正
濱夏季學校 
地點：正濱長老教會 (基隆
市中正路578 號)。 
歡迎 FB 搜尋「2018正濱夏
季學校」。(費用免) 
報名電話:02-24621333

2. 社區週末國小奧林匹克數學
班，指導老師：江筱婷老
師，助教：陳正浩老師。(費
用免) 點心由家長提供！

3. 週末兒童繪畫班照常，基隆
區兒童藝術資深指導老師：
郭瀚仁老師。

【安瀾橋教會】

1. 安瀾橋教會2018舉辦「Lovely 
Summer MEBIG」兒童營，
時間：7/10-12(二-四)

活動內容：團體動力、大地遊
戲、故事時間、點心時間。 
服務對象：國小一～六年級
(原年級)  名額：50名。 費
用：100元(全勤退費) 
報名專線：02-24625160 連
嫣嫣牧師。 報名日期：即日
起至7/6日 額滿為止。 
主辦單位：安瀾橋長老教會 
合作單位：基隆中山長老教
會、和平島長老教會。

2. 7/24-26舉辦兒童機器人營會。

【安樂教會】

1. 「2018勁爆英檢班」，招生
對象:升國一至國三
活動期間：7/3（二）至8/11
（六）
活動時間:每週二、四18:00-
21:00，每週六13:00-18:00
報名時間 :5/27（一） -7/1
（日）電話:02-24225623
報名費1500（含教材500
元，全勤退費1000元）
地址:基隆市西定路130號，
請洽林幹事。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金陵教會】

1. 六月18日(一)端午節晚上6-8
點於本會舉行金陵弦樂團首
次的音樂會，屆時本會小提
琴班也將一同參與演出，盼
望與社區居民拉近距離，撒
下福音種子。

2. 感謝上帝恩典及前人的委身
付出，帶領、陪伴金陵教會
走過五十個年頭。我們將於
七月1日上午十點於本會舉
行設教五十週年感恩禮拜，
中午將假松山區龍田區民活
動中心舉辦感恩餐會，下午
更舉行感恩分享會，歡迎金
陵教會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一
同前來與我們分享主恩；詳

情請來電02-27127752。

【內湖教會】

1. 5月13日母親節，贈送每位
母親一份溫馨的母親節禮
物，主日學小朋友獻給每個
母親一束鮮花。

2. 5月19-20日聖歌隊前往礁
溪，舉辦靈修營。

3. 5月27日(日)，婦女團契分享
《使人和好的保羅》。

4. 6月9日（六）婦女團契主
辦，兩部遊覽車80人前往欣
賞宜蘭之美。

5. 7月21日（六）主日學前往
和平教會，參加星中主日學
大會。

6. 8月18日(六) 參加長執訓練會。

【東湖教會】

1. 5/19-5/20特為設教32週年舉
行培靈感恩禮拜～邀請浸信
會美倫教會～陳動生區牧～
內在醫治，釋放，方言禱
告……等。

2. 2018年主日學夏令營將於
7/30-8/5舉辦為期一週。

【徐春芳教會】

1. 本會將於 2 0 1 8年度定於
5/26(六)早上10:00~16:30,
及5月,7-11月第4個星主日
下午1:30~17:30 (5/27,7/22
,8/26,9/23,10/28,11/25)，
舉辦拉法靈命更新造就會，
講員：黃顯光牧師，學費全
免，歡迎教內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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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六)下午14:00蘭陽區婦女聯誼會於羅東教
會舉辦『母親節感恩音樂會』

2. 5/20(日) 14:00~16:15蘭陽區信徒造就會，地
點:宜蘭長老教會 
講員:蘇緋雲博士 Dr.Esther Fai Wan Su 
主題:『家庭親子教育~事實或意見』

3. 5/29(二) 上午9:30於南方澳教會召開蘭陽區會
第三次會議。

4. 2 0 1 8蘭陽區兒童營『 S u m m e r  M E B I G 
Camp』，日期：7/4日 -6日（兩天半），
對象：小一～小六生，時間：9:30~16:00
（三～四） 9:30~13:30（五）報名專線：03-
9892352，活動地點：羅東長老教會，活動費
用：每人200元

【宜蘭教會】

1. 5/6(日)下午 2:00~5:00 由宜蘭聯禱會發起聯合
舉行2018年『活力台灣真愛宜蘭幸福家庭快
樂義走』活動，邀請各位兄姊代禱及預備心參
加。

2. 5/13(日)上午9:30舉行慶祝母親節聯合禮拜，
當天禮拜後有『家庭合影』，歡迎兄姐邀請
您的母親一同來敬拜神，並可拍照留念。

3. 6/9 (六)週末禮拜，七星中會職場事工部於本
會舉行「名人講座」，邀請 Q LAM 前來分
享。

4. 『遇見你 (妳 )活力體驗營』，參加對象：
2 0  歲以上未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時
間:6/2(六)~6/3(日) 2 天 1 夜。【限定40名20
對弟兄姊妹，名額有限快快報名】費用2999
元。主辦：社團法人宜蘭縣全福關懷協會(宜
蘭全福會)。地點:宜蘭縣五結鄉下福東路26-1
號(失親兒利澤簡活動中心)，報名電話：03-
9109847 分機 2107 徐秘書，5/30 截止報
名。

【羅東教會】

1. 5/12(六)青少年於羅運大草原舉辦母親節野外

禮拜，邀請媽媽們前來參加！當天聚會調整為
下午3:00-5:00。

2. 5/31(四)10:00~15:30 星中婚姻部於本會舉
行『家庭婚姻關顧員訓練講座』，專講：讓
『愛』在關係中流動。

3. 五結建堂總經費4,500萬，已付款22,356,000
元，請關心奉獻。建堂基金：2,345 萬元，今
年募款目標2,500萬。

【冬山教會】

1. 5/5(六)蘭陽區婦女聯誼會於羅東教會舉辦
「母親節感恩音樂會」，本會主日學小朋友
受邀於音樂會中獻詩，請兄姊踴躍參加。

2. 6/2(六)迦拿團契與青少契聯合舉辦『木柵動
物園-深坑一日遊』，歡迎契友踴躍參加。

3. 本會購買教育館已完成過戶與交屋，請兄姐
為欠缺的經費關心與代禱。

4. 6/19-20松年團契、婦女團契舉辦團契出遊，
歡迎長者們共襄盛舉。

5. 7/2-8本會舉辦暑期夏令營（5/27召開夏令營
會議，請同工預備心），請兄姐為暑期事工
關心代禱。

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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