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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越快，心則慢」，這是金城武去年在
中華電信4G廣告的標題，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
的一套哲學與生活模式吧！

　　我有捐血的習慣，而且是捐血小板，每隔二
個禮拜就可以再去捐。過程需要將血液抽出，經
過分離設備將血小板分離出來，再把剩下來的血
液回輸自己體內。一來針頭特別大隻，扎進去的
瞬間真是難以形容的痛，二來捐一袋血小板，整
個循環分離的過程，通常需要花2小時的時間。
每回踏進捐血中心，心裡都會暗想，為什麼又要
想不開，來挨這麼痛的一針，但想到有人可以得
到幫助，而我也有2小時的安靜時間，內心還是
覺得樂此不疲。在現今的應對處世中，每每讀到
以賽亞書30:15：「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
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
平靜安穩。」都讓我再一次渴慕來到上帝面前領
受安靜的力量。

　　有一本書叫「十倍速的時代」最近又增訂再
版，20幾年的書，至今仍然暢銷，似乎顯示我們
活在一個快速到一鬆懈下來就會跟不上的時代。
在周星馳的電影【功夫】中，火雲邪神有一句名
言：「天下武功，無堅不摧，唯快不破。」意思
是天下間再怎麼厲害的武功，一定都有辦法可以
破解，但唯一不能破解的，就只有快。沒有錯，
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世代，是一個資訊爆炸的世
代，更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代，誰願意聽那要放
慢我們腳步的話呢？所以以賽亞書接著說：「你
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
走。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
牲口。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v.16)這
就是我們的選擇，我們讓自己的生活節奏越來越

急促，每天如同騎馬奔走，而且還夜以繼日的工
作，趕啊趕、忙啊忙的停不下來，忙到都覺得不
必浪費時間去向上帝祈求，到頭來還發現別人速
度竟比我們還快，只能用疲於奔命來形容我們的
日子。

　　有人說，我們現代的生活已經機械化了，與
我們祖先簡單、原始的生活截然不同。先人踏著
悠哉的步伐，穿過上帝的樹林，睡在上帝的星空
下，從上帝的泉水中喝水，吃上帝創造大自然所
提供的食物。如今我們沒有一項做得來，取而代
之的，是讓我們睡在人造房子裡的人造床上，吃
罐頭食品，喝自來水，走在人造的人行道，在滿
是煙霧的天空下，駕駛人造車，到人造工廠，使
用人造工具，生產人造的產品。人們很忙，沒時
間思考。每天汲汲營營所涉及的是「生活」，而
原本重要的「生命」成為次要。漸漸的，使人把
享樂放在公義之前，把金錢放在家庭之前，把地
位放在人之前，把貪婪放在上帝之前。

　　其實，「十倍速的時代」不是原文的書
名，原著書中所談的是「10倍速變化」（10X 
Change），指每個企業都會面對所謂「策略轉
折點」，這時面對產業結構、競爭方式、市場
佔有，都要勇敢的歸零重整。而「功夫」電影
中那位唯快不破的火雲邪神，最後被百年難得的
內力所打敗。速度真的是關鍵嗎？記得我結婚的
日子，站在教堂台前等候，然後我往前跨一步，
想要提早從我丈人手中，將美麗的師母牽到手，
我應該永遠不會忘記，我丈人回問我：你在急什
麼？現場當然是哄堂大笑。是的，我知道我在急
什麼，而你現在在急什麼呢？從會計的借貸法
則，每一筆記錄都要平衡，當我們急著完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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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省下的時間，有投注在更有意義的事上嗎？

　　真正的力量，是上帝放在我們內心平靜安穩
的力量，因為此時，是我們謙卑順服上帝帶領的
時刻。當我們要靠自己去完成事情時，我們便無
法安靜下來。這是一個操練，我們可以從小地方
開始做起，讓生活中多一些放慢、放寬、放手、
放開、放心與放下，使我們的心可以歸向上帝，
上帝常常就在這個時候幫助我們。當以色列百姓
來到看似無望的紅海，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
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
救恩。…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
不要作聲。」(出14:13-14)當以色列百姓必須越
過約旦河時，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你要吩咐抬

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旦河的水邊上，就
要在約旦河水裡站住。』(書3:8)兩次的站住，並
不意味著放棄，而是相信上帝的應許，安靜等候
上帝親自成就。

　　你今天忙嗎？願上帝美好旨意成就在我們生
命中，使我們得以享受生活中的一切美事，祈求
上帝幫助我們，在忙碌中，仍然可以領受得釋放
的安息，享受重新得力的平靜安穩，因為我們所
倚靠、所相信的，不是自己的目標與才能，而是
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
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詩篇46：10)

【獻聘/續聘】
1. 安樂教會聘請施佳僼傳道師為關懷牧師，自

2018年11月1日起，任期與主任牧師同。

【關懷牧者異動】

1. 總會傳道委員會同意：傳道師凃淑容申請事假
20180801～20190731。

2. 新竹中會移轉傳道師潘泓翔之傳道師籍至本中
會。

3. 敦化教會陳榮恩傳道師自2018年08月01日離
任。

【議事】

1. 同意追認接納託教社部辦理8月19日總會「教
會及社會奉獻主日」交換講台事宜。

2. 確認第67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事錄內容。
3. 推派沈俊成牧師、徐信得牧師、陳惠玲牧
師、胡燕妮長老、鄭穹翔長老擔任安樂教會
特會員，於2018年11月11日(主日)下午3點舉
行安樂教會佳僼傳道師封牧就任關懷牧師感
恩禮拜特會。

4. 推派沈俊成牧師、徐信得牧師、張軒愷牧
師、鄭穹翔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8年10月27日(六)上午10點在大稻埕教
會舉行吳淑金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特會。

5. 同意接納陳榮恩傳道師於2018年08月01日自
敦化教會離任並請辭公職，送傳福會、總會
傳道委員會辦理

6. 討論鏡週刊媒體事件(2018年8月1日)調查
案，推派副議長陳天來牧師(召集人)、中委張
軒愷牧師組成『調查小組』並會同本會『性
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辦理。

7. 同意接納提報穆榮章牧師、趙克平牧師、莊
麗惠傳道師為推薦傳福會補助牧者夫婦名
單，轉送傳福會辦理申請補助事宜。並行文
雙連教會，請其對屬七星中會之牧者進住雙
連安養中心，能給予優待。

8. 報備本宗退休牧師任職名單如下，並轉送傳
福會辦理：
(1) 退休牧者廖正行牧師於平安園區擔任關懷
牧師。

(2) 退休牧者盧俊義牧師於雙連教會協助牛埔
庄講義所。

(3) 退休牧者吳士郎牧師於威盛所屬醫院協助
院牧關懷事工。

(4) 退休牧者紀彰龢牧師前往關島協助牧會。
(5) 退休牧者溫宏欣牧師前往紐西蘭協助牧
會。

(6) 退休牧者黃顯光牧師前往更新協會服事。
9. 同意接納百福教會申請2018年支會傳道師謝
禮補助案。

10. 討論改提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董事會」董事名單事宜。

11. 依星中財務部審查後，同意接納調整安樂教
會2019年負擔金應繳交金額。

12. 同意接納星中傳道部提案，補助傳道師、牧
師進修獎助案～土耳其聖經研習之旅名單，
並依照規定繳交書面報告後再予補助

13. 推派2018年牧師資格評鑑小組，辦理永安、
南港、蘇澳教會傳道師陳偉立、黃國通、吳
聖德申請牧師資格評鑑事宜。

14. 同意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聘任蘇文瑛姐妹
為部分工時人員，自9月1日起協助協會事
工。

15. 委託張金城牧師負責組隊參加「第63屆總會
議長盃全國桌球錦標賽」相關事宜，相關費
用依往例實報實支，由中會負擔。

16. 同意大直教會報備已任執事之蔡錚惠、黃翠
鑾、劉大可、周南希、陳盈秀等五人，因教
會事工長遠性發展之特別需要接納為長老候
選人。

17. 同意城東教會報備於8月18日邀請非本宗講員
廖明發牧師主理2018年8月18日「2018平安
七月暝」福音音樂會。

中委會  >> 消息 >>

第67屆第8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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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所謂小孩的小孩，但有所謂小孩的
人。」這句話是MEBIG最重要的精神。「所謂小
孩的這一個人是，耶穌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死亡來
代替的尊貴存在的靈魂。」也就是說，孩子的生
命同樣是耶穌贖回來的，耶穌不論為成人或小孩
所付上的代價都是一樣的，因此孩子的生命與成
人一樣極其寶貴。在福音書當中也可以看見耶穌
對於孩子的看重，將給予成人的祝福同樣的給予
孩子。

因此當成人每個禮拜可以透過屬於成人的禮
拜來敬拜上帝，領受祝福。在這個同時我們也期
待能夠給予兒童屬於兒童的禮拜，而不只是「主
日學」。透過這樣的思考模式，我們期待在資源
的分配、人力的配置上都得以調整。期待兒童禮
拜的服事可以專業、專職化，特別在牧養同工上
不再是排班輪值的一個工作，而是可以建立固定
的牧養關係。期待透過這樣牧養方式，從小就開
始建造門徒化的生命。

MEBIG是什麼？

ME是Memory、門徒。BI是Bible、神的話、
禮拜。G是Game、遊戲、喜樂的敬拜。這三者
缺一不可，並且沒有從屬關係。也萬萬不可讀
作：Memory Bible in Game。以下就來概略地介
紹這三者：

「門徒」訓練，小朋友學習的主要對象就是
與自己關係最穩定的老師，因此我們教會的帶班
方式，原則上是由一位老師從每一位小朋友自幼
兒園升上國小一年級的時候開始，在升級禮拜當
中，由小朋友的家長將小朋友交給老師，象徵接
下來的年日裡老師將會陪伴這位孩子學習成為門
徒。而如果沒有特殊的狀況，就是由這位老師帶
著這一班的孩子走過小學六年的時間。因此我常
勉勵老師們，當小朋友在我們的帶領下走過這六
年，盼望小朋友可以從帶領自己的老師身上學習
到愛上帝、與牧者同心建造教會、愛小朋友這三
件事情。前兩者不言自明，而第三者則是盼望小
朋友可以領受到老師的愛，進而期待未來自己也
成為一位愛小朋友的老師。從這裡可以體會到，
要做門徒訓練最挑戰也最需要調整的，其實就是
身為老師的我們。

「禮拜」是每週最重要的聚會，因為禮拜是
信仰群體一同聚集敬拜上帝，也是一同領受上帝
的話語的時候。因此希望小朋友同樣可以喜樂地
參與禮拜，在禮拜當中領受喜樂與祝福。也因此
強調每個主日所進行的MEBIG不是主日學，更
不是成人參加禮拜時的托育中心，而是一個屬於
小朋友的禮拜，所以禮拜當中的詩歌、禱告、聖
經、講道、奉獻、回應等元素一樣都不能少。但

是老師對於小朋友在禮拜當中參與的思考方式則
是把每一位小朋友當作你邀請來教會的福音朋友
來看待，舉例來說我們不會讓福音朋友在禮拜當
中吃東西，也不會要求福音朋友開口唱詩歌。禮
拜跟學校思考模式的不同在於並非不斷地教導，
而是在陪伴當中一同遇見上帝。

「遊戲」能夠帶來喜樂，這也是思考MEBIG
的時候最需要突破的一個部分。每個年齡層都有
適合自己的敬拜方式。要求長輩用樂團式的敬拜
不太適合，同樣要求生性活潑、喜愛活動的兒童
乖乖坐著上主日學，沒有喜樂反而有痛苦，不像
天堂反而像地獄。常聽到現在的禮拜是為了將來
在天上的禮拜做練習的說法，那麼這種預備的反
差也太大了一點。

然而遊戲作為敬拜事實上也不只是兒童、
青年適用，畢德生牧師在他的書中表示：「對人
類來說，有兩個最寶貴的資源，第一個是打從心
底開懷大笑的能力，第二個是禱告的能力。」因
此甚至可以說遊戲也是上帝所給人的一種安息方
式，畢德生描述自己的安息日是在靈修與遊戲中
度過：先由靈修開始，接著就是和妻子一起親近
大自然。他也說到：「約翰加爾文在安息日的早
晨帶領會眾禱告，下午則和日內瓦的民眾一起玩
九柱遊戲（Skittles）」。

相對於主日學的反思

以上為MEBIG概略的介紹，而就這種禮拜模
式相對於傳統主日學來講，除了對於「遊戲」的
疑慮，最容易被挑戰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於聖經的
熟悉度。如果按照總會的六年制教材，走完國小
階段的一輪可以對整本聖經有最基本的認識，然
而MEBIG禮拜模式則相顯薄弱了許多。當然除卻
額外的聖經訓練以外，這可以回到剛剛關於「禮
拜」的思考，同樣對於一個後來才加入教會的成
人，相信沒有人會去質疑他沒有上過主日學，是
否對於聖經的認識就很薄弱，信仰就很粗淺。相
反的，我們同樣會因著他能在禮拜當中領受恩
典，在生活當中成為門徒而大大喜樂充滿感謝不
是嗎？而一旦對於上帝有真正的喜愛，那麼更多
地認識上帝將是一種帶有主動性的渴望。

參考書目：

內越言平，《MEBIG的原理原則》，台灣MEBIG協會譯
（台南：公報社，2012）
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建造生命的牧養真
諦》（Working the angles：the shape of pastoral integrity），郭
梅瑛譯（台北：以琳，2000）

MEBIG作為兒童的禮拜與牧養
羅東教會 黃偉倫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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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於教會整修之故，漫漫長暑，如同上
班的父母們不知如何安排孩子的活動，我的內心
也十分焦急，沒有教會空間，社區教會的孩子們
能往何處去？！想想只能幫他們安排參加所有我
知道的暑期營會，從安瀾橋教會與羅東短宣隊所
舉辦的「Lovely Summer MEBIG」、台南場的青
年MEBIG、到金包里教會所舉辦的兒童雙語夏令
營「荒島歷險記」等等。感謝透過中會以及宜蘭
教會對兒童事工的專款補助，使得孩子們的暑假
生活顯得格外豐富又有趣。透過不同兒童營會形
式，也使得孩子們在寓教於樂的環境中，將福音
的種子默默撒下在孩子們的心田，信仰潛移默化
不斷的在影響他們的行為與價值觀。我也有機會
以非說教的方式，開始和他們討論信仰的問題。
點點滴滴都看見上帝在這些孩子們身上動工。

在參加安瀾橋教會所舉辦的兒童營，剛好
遇到颱風來襲，原本預備心營會可能會取消，卻
在上帝巧妙的安排下，順利進行。還記得營會開
始的第一天，結束時間剛好是發佈停止上班上課
的時間，當天在接送小孩的同時，不斷接到孩子
們打電話來說，因為颱風要來，家人不給出門，
我也不知道是哪來的意志力，幾乎是一通通跟家
長溝通，說明是在教會的室內活動，並保證在活
動結束後，馬上送孩子回家，結果家長竟然也一
個個同意了，孩子們一個個上車。隔天將近中午
時，颱風解除警報，感謝主也並未下大雨，雖然
孩子要出門被家長唸，可還是順利的出了門。在

驚濤駭浪中，

仍有主的平安

同行，我想這

是每一位曾經

與主同工的服

事者，或多或少

都會經歷到的。

在這個營會中， 我

非常感動，因為孩

子們享受到VIP級
羅東教會哥哥姐姐

們全心的預備，專

屬為他們的。

而在金包里教會

時，上帝的預備更是超

過我的所求所想。看見

孩子們在呼召時，一窩

蜂的走到台前，我的眼淚

止不住的一直往下流。以

往他們在呼召時，或東張西望，或總是看著我，

問我為什麼不舉手，我說我已經信耶穌了啊！這

次，他們很自然的舉起手，彷彿這是一件再自然

不過的事情，也沒看著我。我知道耶穌已經走進

了他們的心中。「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

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的。」(哥林多前書2:9)

上帝在作工
中山教會 楊靜欣傳道

金包里教會  陳慕恩傳道

　　大部份教會都會在每年暑假舉行夏季兒童營

會，營會型態、活動策劃、教案內容、人力配罝

等等，都需要同工群不斷開會與確認。當然，行

之有年的教會自然很快的組織動員，有默契的完

成事工。筆者想跟大家分享一套美式的夏季兒童

營會，帶給教會不同的營會模式與思考方向。

它，是美國已發展多年的VBS（Vacation of Bible 
School），引進台灣已長達十多年，南、北部長
老教會也各有每年固定聯合或獨力舉辦的地方教

會。今年，也是筆者所服事的金包里教會獨力舉

辦VBS夏季兒童營會的第一年。

　　VBS每年都有不同的情境主題，以今年為
例就是「荒島歷險記」，故事設定在主角（也就

是參與營會的每一個兒童）發生了船難，漂流到

了孤島。五天的營會中，每天都各有「狀況」，

例如第一天是「當你孤單時…」、第二天是「當

你擔心時…」等，這些「狀況」都緊扣著今年的

核心信息――耶穌拯救你（Jesus Rescues）。
也利用教案的安排，一整天的教案會安排兒童們

在「奇威電影院」「聖經情境」「科學與想像」

「遊戲」「英文教學」「點心」，以及一天營會

最後的「送別」信息緊密結合。

　　VBS營會有趣且別具品格教育的主要功能。
依照美國原汁原味的教案，它設計了「五兒童一
小組」的方式，搭配一名小隊輔。在五天的營會
當中，小隊輔成了與小組成員最親密、最具生命
影響力的「小導師」。小隊輔不只是帶著小組員
一起玩樂，更引導孩童進行思考與表達想法。不
過，鼓勵孩童能表達自我想法確實是美式教育的
方法。在營會當中，都能聽到許多讓課堂講師驚
奇的答案，也有時會聽到讓講師咋舌的事（例如
孩童家庭中私密事），使得教牧能進一步關心這
些家庭。

　　兒童營會的型態無所謂對或錯，絕大部份是
將營會目標都設定在帶領兒童認識耶穌。VBS
是一套完全以聖經為中心的兒童營會教案，透過
聖經故事串連每一個營會中的教導，透過互動式
的體驗讓兒童能與基督信仰有連結。而在營會的
第四天，按照每年教案的慣例，都是一個重要時
刻，兒童們都要在這日做出他們的決定――是否
決志相信耶穌、悔改自己的罪。以今年為例，同
樣用情境安排，我們將禮拜堂設計為密不透光，

VBS營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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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9/9主日禮拜後舉行宣教中心
上樑感恩禮拜。

2. 9/12(三)晚上特別舉行《公
義祈禱會：聲援受迫害的中
國教會及基督徒》泰澤祈禱
會。

3. 9/15(六)下午3:00邀請福音歌
手史茵茵、Gift敬拜團在大禮
拜堂前庭院舉行國際古蹟日
庭園音樂會。

4. 9/16聖經學校秋季班開課
5. 9/16國際古蹟日，下午1:00
舉行今年古蹟寫生比賽頒獎
典禮。

6. 9/16(日)晚上6:30神學禮拜
日，主題：愛與非暴力的福
音～紀錄片欣賞談吉恩．夏
普URM的實踐典範。主講：
鄭國忠牧師。

7. 9/30(日)下午2:00在本會禮
拜堂舉行為台灣國家出路祈
禱。並邀請葉望輝(Stephen 
J.Yates) 前美國國安顧問，
楊憲宏(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
盟創會理事長)， 李席舟長老
(行政院政務顧問) 演講。

8. 教會有提供臉書(FB)網路直
播，歡迎兄姐多加使用。目
前提供直播的內容：主日禮
拜、燭光祈禱會、神學禮拜
日，以及特別的聚會。 
網址：https://www.facebook.
com/groups/chelampct/

【雙連教會】

1. 雙連教會兒童台語文班
時間：9/9~12/30
　　　每主日 9:00-9:50
上課地點：12樓禮拜堂

內容：台羅拼音、台語歌唱、
　　　朗讀、講古等
對象：國小一年級～六年級
　　　學生
費用：每人500元
（缺課三次以內者全額退費）

2. 雙連牛埔庄講義所台語羅馬
字班
時間：9/1~12/8 
　　　每週六 9:00-12:00
上課地點：8樓803&804教室
費用：保證金1000元，請假
　　　3次以內者全額退費
（教材自理，酌收影印費）
報名方式：至雙連教會官網

【中山教會】

1.  9/1晚上7:00舉辦幸福小組誓
師大會，邀請「使徒咖啡的
幸福小組」店長游千農弟兄

新任牧者介紹 

任重而道遠
社后教會  李旻諺牧師

甫於今年4月22日封牧並就任社后教會第二
任牧師，李旻諺是一位長老教會少見具有職業軍

人背景的傳道人。

2010年，在母會和平教會蔡茂堂牧師及時任
和平教會宣教牧師的姊姊-李晶晶牧師的鼓勵下，
毅然卸下海軍中校的官階與一身潔白亮眼的軍

裝，回應呼召，報考台灣神學院。

現在回想起來，上帝的呼召是那麼的奇妙。

2007年我還在拉法葉軍艦上服役，肩負巡弋海疆
的任務，2008年春天，一紙命令將我調回海軍司
令部，有機會在晚上就近前往雙連教會信徒神學

系上課，那時就聽學長姐說：現在在山下讀書，

有朝一日都是要上山修煉的。

2009年的一次信徒神學系與道碩聯合禮拜
中，我被安排讀經服事，有機會站上台神禮拜堂

的講台，那一天所讀的經文是約翰福音第21章
1-25節，當禮拜結束，我驅車返回海軍司令部的
途中，那一句句「你愛我嗎?你牧養我的羊」一
直敲打著我的心門。

2 0 1 0年春
天，我嘗試報
考推甄，就在
接獲錄取通知
的同時，竟也
取得晉任上校
的機會，內
心陷入掙扎。
上帝知道我內心的軟弱，然
而呼召又是如此地急迫，晉任的機會非常
奇妙地被延遲了，我抓住這一個兆頭，狠狠地打
了退伍的報告，順利地進入台神，上山去修練。

2013年畢業之後，上帝讓我有機會先在門
諾會以及道生神學院各有一年的服事經歷，2015
年回總會接受差派，順利來到社后教會學習牧
養，深深感受到主恩浩瀚，「我是何人，竟然能
夠得著救主這麼大愛疼？我是何人，能夠進入祂
的國度來服事祂？」，這一首畢業典禮中吟唱的
詩歌，一直迴盪在我耳際。我深深相信上帝的揀
選，更知道當行的路還甚遠(參王上十九7)，唯有
謙卑盡忠來服事，才能報答主的知遇之恩。

在漆黑的禮拜堂中，飾演耶穌的演員扛起沈重的
十字架走上各各他、被鞭打、被釘十字架、死亡
後第三日復活。最後呼召時，有將近42位小朋友
跪到講臺前決志相信耶穌。以今年招收50位學童
來說，這麼高的比例的兒童決志實在令我們感動
不已。

　　最後，邀請大家思考一件事――熱鬧、好玩
的營會之後呢？跟進、牧養這一大群孩童就是教
會的責任。如同我們思考成人佈道會，成群已熟
的莊稼，何人去收割呢？我們同樣求主預備同
工，使得營會後可以快樂帶著禾捆回家。不然，
這些禾綑只會躺在收割的麥田上，何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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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教會】

1. 10/07(日)北二區聯合聖餐禮
拜

2. 10/17(三)重陽節長輩聯誼
3. 11/05(一)台大愛心晚會
4. 11/10、17、24(六)洗禮學道
班

5. 11/11(日)PM2:00和平週日
樂響 -三聲有幸「鄭俊騰、
楊瑞瑟與廖皎含室內樂三重
奏」

6. 11/24(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7. 11/25(日)宣道講座創啟地區
James牧師
【台北東門教會】

1. 10/21(日)教育事工奉獻主
日，主日學負責司會。

2. 11/04(日)長執事工研討會。
3. 11/22(四)感恩節禮拜。

【義光教會】

1. 9/25(二)舉行義光教會社區學苑
第一期結業式與評估餐會。

2. 9/26(三)與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於陽明山擎天崗聯合舉行
『為公義和平祈禱會』。

3. 10/02(二)上午10:00-12:00
義光教會社區學苑邀請蔡三
雄牧師主講-肌力訓練，歡迎
社區與會友一起學習。

4. 10/06(六)假樹林區柑園生態
河濱公園舉行舉目向山祈禱
會。

5. 10/13-16韓國姊妹教會牧師
會友30人來訪；13日下午四
點假民榮公園舉辦社區音樂
佈道會。

6. 10/14(日)-15日下午前往花
蓮，參訪啄木鳥關懷協會、
玉山神學院受助學生。

7. 10/16(二)韓國姊妹教會牧師
與會友結束訪台行程，下午
搭機離台。

8. 11/03(六)假五股區觀音山生
態園區舉行11月份舉目向山
祈禱會。

9. 11/20(二)義光教會社區學苑邀
請蔡三雄牧師主講-肌力訓練。

【仁愛教會】

1. 10/07(日)聖餐禮拜，參與北
二區聖餐關懷奉獻。

2. 10/14(日)慶祝重陽節，關懷
年長者。

3. 11/17(日)9:30~15:30舉行年
度事工研討會。

4. 11/25(日)慶祝感恩節感恩奉
獻。

【安和教會】

1. 10/14(日)秋季會外禮拜
2. 11/10(六) 15:00社區音樂會
3. 11/17(六)年度事工研討會
4. 11/18(日)感恩節特別禮拜

【南崁大安教會】

1. 關懷組從本主日開始，在一
樓大門入口處的右邊新增一
處『幸福小歇處』，歡迎新
來的朋友或是需要談心的朋
友前來使用，關懷組會有人
專門在此服事。

2. 教會即將在每主日上午
10:30~11:30在一樓教育館
由王偉城和謝千姬夫婦開設
夫妻成長小組。

3. 張英熙執事每個月有主日學
教師與家長讀書成長小組，
歡迎主日學教師和媽媽們踴
躍出席參加。

4. 9/2(日)上午9:30分，第一場
和第二場禮拜聯合舉辦福音
主日，特別邀請唱紅『吻和

淚』的歌手周子寒姊妹。
5. 教會愛加倍課後班即日起開
始招生，對象：小一至小六
學生、國一至國三學生，條
件：單親、弱勢的家庭，
107學期將於9/3(一)開始上
課。

6. 第八次聖經大會考訂於
9/9(日)在第一和第二場禮拜
結束後舉行，考試的範圍是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7. 教會所推動『幸福存款簿』
請兄姊趕快存款，幸福存款
最多的兄姊，除了贈送一份
精美禮物，也將在9/9(日)在
第一和第二場禮拜邀請他分
享幸福的感覺。

【六張犁教會】

1. 10/21(日)重陽敬老
2. 11/04(日)福音主日（祭壇音
樂詩歌分享＆教會園遊會）

【台北公舘教會】

1. 9/30(日)邀請八角塔男聲合唱
團舉辦音樂見證會。

2. 10/14(日)松年主日邀請松年
團契主理。

3. 10/21(日)長執改選。
4. 10/27(六)年度事工研討會
5. 11/07(日)台神主日邀請錢玉
芬老師分享。

【林口大安教會】

1. 於 9月開始，每主日早上
10:00-11:30舉辦布雷斯德親
子學校(blessed)，設計幸福
親子禮拜，邀請社居居民參
加。

2. 9/15開始，每個月第三週的
週六晚上7:00-8:00，進行禱
告敬拜會。

3. 10/14(日)重陽敬老。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等4位前來見證，如何利用職
場成為幸福小組傳福音的地
方；見證後有本會的15組幸
福小組輪番上陣呼喊口號，
再次強調傳福音的重責使
命。

2. 9 /1起雙翼課程開始上課，
養育班、門徒學校、門徒大
學，要培養更多的屬靈精兵
高舉主旌旗。

3. 中山盃桌球賽-由本會交誼組
主辦，過程中充滿著笑聲及
緊張氣氛，達到彼此聯誼的
果效。9/2主日禮拜中頒獎給
中山盃桌球賽優勝隊伍，冠
軍：台北復興教會、亞軍：
迦拿團契、季軍：  比翼團

契，恭喜！
4. 9/2兒童主日學、少契，都有
新生加入陣營，邁向新的里
程碑。校長及老師對這些畢
業晉級的學生都寄予厚望及
祝福。

5. 9/7松梅大學於禮拜堂舉行開
學禮拜。

6. 9 /8星中教育部於本會禮拜
堂舉辦「招待人員培訓」；
星中校園部於本會教育館1F
舉辦「青少年牧養的關係建
立」講座。

7. 9 /9迦拿團契聚會舉辦專題
演講，邀請馬偕醫院精神科
主任方俊凱醫師，主講:「從
掃羅與大衛的漫漫長夜談睡

眠」。

8. 9/15配合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活動，提供有興趣的民眾來

參觀本會堂市定三級古蹟，

從日據時代建造至今已有超

過8 0年的歷史，教堂依然
是維持原樣，並與當初建造

的牧師大橋麟太郎牧師的後

代，保持著連繫。

9. 10/10舉行2018年長執同工
退修會，地點於北投亞太飯

店。

10. 10/14第一堂禮拜，舉辦重陽
敬老活動，邀請本會年滿70
歲的會友出席共襄盛舉。

七星中會星中通訊6

2018年　9,10月　第220期



【南港教會】

1. 本會青少年華語禮拜於每月
第一週週六(9/1)、(10/6)下
午3:00-4:00，歡迎青少年朋

友與習慣華語兄姊參加。
2. 本會於10/7世界聖餐紀念主
日禮拜中舉行聖餐。

3. 本會於1 0 /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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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配合重陽節敬老活動，教會
為70歲以上長者贈送禮金。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區會消息】

1. 基隆區長執訓練會
時間：201/10/13(六)
　　　上午9:00-12:00 
地點：正濱長老教會
　　　(中正路578號)
講題：面對疾病與死亡時的
　　　信仰力量盼望  
講員：台神魏連嶽教授

【基隆教會】

1. 10/14日聯合禮拜，邀請淡
江教會莊育銘牧師蒞會講
道。

2. 10/21日「教會教育事工紀
念主日」，由主日學老師與
小朋友一起服事。

3. 10/28日台語禮拜舉行第三
屆門訓畢業典禮。

4. 10/28主日美國紐約新城教
會蒞臨本會參訪。

5. 11/18日11:00國語堂，幸福
小組名人分享，邀請台灣知
名新聞主播夏嘉璐姊妹蒞會
分享。

【安樂教會】

1. 9/8(六 )青年會與社青團契
聯合舉辦安樂盃籃(排)球友
誼賽，上午09:00-12:00籃
球賽，在安樂高中體育館；
下午01:00-04:00排球賽，
在安樂國小活動中心，歡迎

男女老幼的兄姊參加，請向
林幹事索取報名表，報名到
9/2(日)截止。

2. 9/8日摩西五經新標點和合本
聖經填充卷完成，第1~53回
9月底裝訂成冊，9/9日起，
開始推動抄寫12本歷史書新
標點和合本聖經填充卷，歡
迎更多兄姊共同參與。

3. 9/29(六)下午2點，舉行長
執及各團契同工的訓練會，
9/29(六)晚上7點半-9/30(主
日 )上午9點半，舉行培靈
會，主理吳樸文牧師。

4. 10/7(主日)上午9點半，華、
台語聯合舉行慶祝設教69週
年之感恩禮拜，邀請大武崙
教會的兄姊一同參與，會後
共享愛餐。

5. 11/11(主日)下午3點，舉行
施佳僼傳道師封立牧師，並
就任關懷牧師。

6. 聖誕音樂佈道會
日期：12/22(六)
　　　下午15:00~17:00
講師：劉宗勝傳道
節目：短歌15:00~15:15
　　　詩歌15:15~15:35
　　　戲劇15:35~15:55
　　　見證15:55~16:10
　　　呼召16:10~16:30
　　　詩歌/陪談16:30~。

7. 為慶祝設教70週年，將出版
紀念專輯。

【正濱教會】

1. 社區成長班秋季班
主題『蝶戀花』
課程內容：熱縮片的應用(十
月份)、UV滴膠胸花(十一月
份)免學費，材料費自理。
報名電話：02-24621333
上課時間：每周二下午2:00-
3:30 採小班制授課 (限6名彈
性上課)。
上課地點：基隆市中正路
578號(正濱教會三樓教育館)

2. 週末奧林匹克數學秋季班，
九月開課，限國一至國六(小
班制)，免學費。
上課時間：每周末下午1:20-
2:00，由社區家長自發性參
與，且具備數學系學歷親自
授課。採用奧林匹克數學材
料。
上課地點：基隆市中正路
578號(正濱教會二樓會議室)

3. 週末兒童繪畫班(不限年齡)
免學費，材料費(每堂50元)
上課時間：每周末中午
12:00-下午1:00，特邀請基
隆文化中心兒童繪畫專任師
資指導。
上課地點：基隆市中正路
578號(正濱教會二樓會議室)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內湖教會】

1. 9/11(二) 婦契姊妹前往汐止
教會參加星中婦女區會。

2. 9/19-21 共9位姊妹參加星中
婦女事工部舉辦花東關懷之
旅。

3. 10/7(日)定為松年主日，當
天由松年團契獻詩和協助主
日崇拜服事。

4. 10 /13(六)和10/20(六)邀請
林憲懋牧師主理長執訓練

會。主題：以提多書探討教

會服事與發展。

5. 10/15(一)松契約25人前往雙
連教會參加敬老禮拜。

6. 10/21(日)全教會前往萬里芥
菜種會舉行野外禮拜，下午

前往情人湖。

【徐春芳紀念教會】

1. 9/23(日)下午1:30拉法靈命
更新課程(進階)--順服與權
柄、處理憤怒情緒，免費，
歡迎參加。

【東湖教會】

1. 9月9日舉行長執改選。
2. 11月11日教會前往南方澳舉
行野外禮拜。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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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消息】

1. 09/08(六)下午14:00，蘭陽區婦女聯誼會於頭城教
會舉行「說出幸福-家的溝通與表達」講座，講
員：許雅惠傳道。

2. 09/18(二)上午9:30於蘭陽教會召開蘭陽區會第四次
會議。

【礁溪教會】

1. 9/30(日)08:00-17:00本會舉辦野外禮拜。地點:
大南澳教會，報名費每人300元(含午餐)，請
於9/16前向林新約執事報名繳費。

2. 10/11(四)10:00於本堂舉行蘭陽區松年重陽敬
老感恩禮拜暨表揚大會，請於九月底前向松年
會長張林秀英報名參加。

【宜蘭教會】

1. 本會『宣教傳道部』舉行『讓耶穌的愛撲滿
每一天』活動(邀請教會兄姊熱情認養小豬撲
滿，一人一隻，也可一人多隻 )。將於今年
『聖誕節佈道晚會』為『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
利基金會』該會事工關心奉獻。

2. 9/29(六)下午3:00『台灣神學院』與本會舉行 
『LIGHT吧門徒!』門徒營，由葛兆昕牧師主
講。

3. 9/16(日)上午本會舉辦全教會運動會，地點：
宜蘭市中山國小小巨蛋，8:30(報到)、09:00 
聯合禮拜、10:00~12:30 運動會聯誼/午餐。

【冬山教會】

1. 教會社區長者關懷事工，預計從9/11開課，活
動免費備有午餐(每週二到四，第二期2018/9
月-2019/1月)，時間上午8-12點，歡迎兄姊邀
請鄰居長者前來參加成長課程，也請兄姊關心
與代禱。

2. 本會為慶祝設教65週年暨教育館獻館，10/7早
上舉行聖禮典、感恩禮拜，當日邀請吳永華弟
兄帶領兄姊前往馬偕時代冬山舊教會巡禮。

【羅東教會】

1. 鄭育智牧師已前往台南北門教會牧會，定
10/7(日)下午3:00就任禮拜，教會將前往祝
賀。

2. 五結建堂4,500萬元，已付款3,270萬元，請關
心奉獻。建堂基金：2,486萬元。

3. 本會松年大學訂9/11（二）開學，學費自由奉
獻，行政費用300元，歡迎兄姊報名就讀。

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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