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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這個詞很有趣。我們在輪胎中灌空
氣，又檢查壓力夠嗎？當我們還是學生時，我們
經常說：「我在壓力下的學習更好。」或者，在
處理許多事務時，我們說，「我承受著如此巨大
的壓力。」壓力可能對我們有用，也可能對我們
不利。從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壓力顯明了上帝
的力量。

　　使徒行傳5章的背景，是在耶穌死而復活後
沒多久的時間。成千上萬的人成了耶穌的追隨
者。這種情況使猶太領導人無法視而不見。使徒
有許多已被逮捕，並警告他們，不要再以耶穌的
名義說話了。他們面臨著宗教和政治壓力。

　　然而，並非所有猶太領導人都反對他們。有
一位法利賽人迦瑪列提出用包容來處理，認為社
會文化賦予另一種壓力，來決定是否是真實。當
然，還是有強勢的鎮壓派。使徒們被抓，受到鞭
打的刑罰。「鞭打四十下減一下。」有一些人死
於這種遭遇。

　　但這些早期的使徒，並沒有在他們所面對
的壓力下四散。為什麼？答案可以在第29節中
找到。希臘原文是 δεῖ (dei)，中文譯本翻作「必
須」。這個詞帶有強迫的概念。使徒們說：「我
們必須服從上帝，不是服從人。」我們呢？我們
的信仰，在社會文化中也面對著反對。我們今天
的經文，顯明幾點從壓力來的價值觀。

一、壓力幫助我們清楚優先次序。(v.29) 
　　優先次序是我們處理許多事情時，一開始就
應該要決定的事。要處理的事情，佔用我們的時

間、金錢和力氣。有時，我們的優先次序，是由
最緊急的事來決定。在某些時候，我們的優先次
序是錯誤的。我們看重不對的事情。優先次序的
決定因素，也有可能是自私的動機。

　　壓力可以清楚我們的優先次序。這是使徒所
經歷的。面對宗教和政治的壓力，不准他們繼續
作見證，最後導致他們順服上帝而不是人。他們
的最高優先事項，不是對國家的忠誠，而是對上
帝的忠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牧師和
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面臨同樣的決
定。他像使徒一樣，潘霍華最後順服上帝，而不
是德國政府。當順從上帝時，其他問題自然就找
到了合宜的地方。

二、壓力可以集中我們的訊息。(vv.30-31)
　　壓力有一種敏銳的方式，可以將複雜轉作簡
單。壓力可以帶出重點。

　　使徒站在猶太公會前，他們用簡潔的話語講
解福音。他們談到了上帝，耶穌的死和復活，
作為救世主的角色，滿足罪得赦免以及悔改的
要求。著名的瑞士神學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年)，當被問到如何總括一生的著作
與思想時，他用我們熟悉的聖詩回應：「耶穌疼
我！我知明，因為記載佇聖經。」

三、壓力可以帶給我們喜樂。(vv.40-41)
　　壓力可以提供喜樂的時機。從世界的角度來
看，這是矛盾的。字典說矛盾的意義，是在兩個
或更多陳述、想法或行動之間的不一致，存在差
別。舉個例子，當我們去坐雲霄飛車，從最高的

沈俊成牧師

在壓力中服事上帝



地方衝下來很刺激，刺激也是壓力，但結束後有

沒有很釋放。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苦難中的喜

樂，在某種程度，像是自相矛盾的福音真理。基

督徒所經歷的喜樂，不單單基於順遂環境中的幸

福。相反，這是來自完成上帝旨意的深刻滿足

感。

　　使徒們被鞭打，並被要求不要以耶穌的名義

教導。他們很高興自己被看作值得為他的名受

苦，反而不是生氣和憤怒。

四、壓力可以培養我們的決心。(v.42)
　　壓力可以提高我們解決事情的意志。使徒們不

是屈服於公會的命令，而是繼續教導和宣揚耶穌。

　　人類在面臨急性短期的壓力時，會釋放腎上
腺素，讓你瞬間變成超人，面臨長期壓力時就會
釋放皮質醇。這是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就賦予
我們的力量。社會教導我們要減輕壓力。減輕壓
力有兩種方式：我們可以屈服，被擊敗，或以神
聖的動力來面對它。

　　壓力幫助我們清楚優先次序、集中我們的訊
息、帶給我們喜樂、培養我們的決心，使我們可
以帶著上帝的大能，承受生活的壓力，可以在所
站之地，做上帝美好的見證。讓我們與使徒站在
一起說：「順趁上帝卡過頭佇順趁人」。

【議事】

1. 討論第68屆第1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案。
2. 推派副書記徐信得牧師召集第68屆第1次中會
選務小組，並邀請中會傳道師進行籌備。

3. 同意接納推薦傳道師許夏賓、陳偉立、黃國
通、王永恩、吳聖德、林盈昌申請牧師資格
檢定，送交總會傳道委員會申請辦理。

4. 討論2019事工預定表行事曆。
5. 討論聖誕節宴請退休傳教師時間地點，2018
年12月12日（三）中午於海霸王北區旗鑑店
舉行餐敘。

6. 同意接納移轉牧師鄭育智之牧師籍至台南中會。

7. 同意接納移轉牧師李俊傑之牧師籍至屏東中會。
8. 同意接納倪振義傳道師申請事假，自2018年8
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並轉送星中傳道
部、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9. 同意接納林憲懋牧師因事工需要，請辭樂山園
董事會董事一職，中會不再推派樂山園董事。

10. 同意基隆教會報備於10月14日邀請莊育銘牧
師擔任「主日禮拜」聯合禮拜講員。

11. 同意接納派員副議長陳天來牧師、書記楊啟
仁牧師、副書記徐信得牧師、中委陳惠玲牧
師、中委胡燕妮長老、宣教師金牧師杞苔，
出席參訪韓國首爾北中會年議會，接續相關
連結宣教事工事宜。

【獻聘/續聘】
1. 總會事務所聘請李信仁傳道師為機構牧師，任
期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與
總會總幹事同。

2. 羅東教會聘請黃偉倫傳道師為教育牧師，任期
2018年11月4日起至與主任牧師同。

【關懷牧者異動】

1. 新竹中會移轉牧師朱義勝之牧師籍轉屬本中會。
2. 羅東教會鄭育智牧師自2018年08月31日離
任，移轉牧師鄭育智之牧師籍轉屬台南中會。

3. 總會傳道委員會接納傳師倪振義申請事假2018
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議事】

1. 確認第68屆第1次中會議會議案。
2. 同意接納2019年支會傳道師謝禮補助4間教會

名單。
3. 推派沈俊成牧師(召集人)、陳天來牧師、林憲
懋牧師、徐信得牧師，於11月5-9日參加基督
教馬來西亞長老大會南部區會年議會。

4. 推派沈俊成牧師、陳天來牧師、陳賢豪牧
師、陳兩國長老、劉啟清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8年10月28日下午2:00在濟南教會，主
持李信仁傳道師封牧就任總會事務所機構牧
師授職禮拜特會。

5. 推派沈俊成牧師、楊啟仁牧師、黃保諭牧
師、許承恩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特會員，
於2018年11月04日在羅東教會，主持黃偉倫
傳道師封牧就任羅東教會教育牧師授職禮拜
特會。

6. 同意內湖教會報備於12月9日邀請台灣信義會
內湖思恩堂李怡瑱牧師主理主日禮拜。

中委會  >> 消息 >>

第67屆第10次中委會議錄

第67屆第10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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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信仰，在整個歷史進程裏不斷廣
傳，從一個文化至另一個文化，從一個世代傳到
另一個世代。而禮拜模式，一直反映著當代的信
仰呈現。所以在禮拜中，每一個環節和細節都有
意義。因此，在這個講求客製化的世代中，教會
面對巨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在不變的真理中更新
禮拜的品質。

甚麼部分或環節不可或缺、合乎正統、源於
真理？那一個部分已漸走偏，該被淘汰？在現今世
代中，所需要的禮拜模式是甚麼？在信仰團體中，
有多少禮儀在不斷重覆模仿中變得毫無意義？

有關禮拜模式的更新，韋柏  ( R o b e r t  E . 
Webber) 提出幾項重點，包括「禮拜必須以聖經為
根據」、「禮拜要以耶穌基督的事工為軸心」。

以聖經為根據和以基督為中心的崇拜，
必須承認基督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祂是配
得我們極大的讚美的主，所以在禮拜中，會眾
(congregation)能參與敬拜，真實表達這個認知
而讚美，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參與的轉變中，
我們對禮拜既保持傳統，也加入了敬拜讚美，讓
會眾有了可以更開放參與的突破。

以本堂的華語禮拜為例，在禮拜程序上是有
別於台語禮拜的。我們嘗試把集中焦點的途徑，
從「嚴肅的禮儀」轉化為「敞開的心靈」。如此
的設計中，禮拜一樣是神聖的聚焦，但卻是通過
在「敬拜」這神聖的事件，來呈現和呈獻以基督
為中心的崇拜。

在華語禮拜中，會眾有大量參與的機會，
別人的觀感，甚至是自身的眼光，都不應當是重
點。會眾可以自由地選擇或坐、或站，舉起雙手
或俯伏敬拜... ，當他們跨越了受限的形式，他們
開始領略一種前所未有的敬拜體驗：我們的心專
注的敬拜、讚美、更深的禱告，因而獲得了一次

又一次聖靈造訪的經驗。在這樣的洋流脈動中，
人的心準備好領受上帝的話語，因此對會眾來
說，不是對一場漂亮演說的期待，而對講道者來
說，講道也不是一場精湛台詞的堆砌，因為「講
道」本身成了聖靈從一開始就鋪陳銜接，在信仰
團體中奇妙的互動經驗。

如此的禮拜設計具有連貫性，而非滿足禮
儀要求；也不因被切成片段式的「坐下」與「起
來」而成了慣性行動。對已經投身華語禮拜敬拜
讚美的人來說，他們的心變得容易被打開，而當
人的心已經向著上帝敞開，預備好接受話語時，
從中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按筆者慣用的講道，講道的「結論」和「回
應詩」是重要的一體連結，也與開頭的敬拜讚美連
成一氣。回應詩，通常是禮拜開始時，敬拜團帶領
會眾在敬拜讚美時所使用的其中一首曲目。換句話
說，講道前的敬拜讚美，在禮拜設計中並非是獨立
反而是連貫的，因為敬拜讚美從不是獨立地完成某
一項任務，而是參與在整個禮拜當中的。

筆者認為，當回應詩成為講道的結束，是
一個極有力的句點。它同時具有話語與音樂的力
量，講道者可以在敬拜中進行呼召，加深當天信
息力度，也讓全會眾有一個決志的機會，再一次
在領受的話語和敬拜中，用決志把「感動」化成
「行動」。

禮拜模式，反映了本堂的信仰呈現，每個
環節和細節都有意義。不是為了講求客製化而客
製化，而是致力在真理中更新禮拜的品質，使會
眾在以聖經為根據和以基督為中心的崇拜當中，
承認基督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配得最大的讚
美，也配得我們的感動和行動。盼望敬拜讚美，
真實誠實，帶下屬天的能力，使教會得益處，使
神國得榮耀。

禮拜中的敬拜讚美
基隆長老教會 卓志傑牧師

七星中會婦女部愛的足跡系列-花蓮台東靈修關懷之旅 

一起走出愛的足跡
台北公舘教會 吳慧馨牧師

感謝上帝，讓
婦女部的姊妹每一
年能透過「靈修關
懷之旅」彼此關
懷，相互成全。突
破以往參與數，
今年共有1 5 7位
弟兄姊妹，一起
參與了愛的足跡

行。從台北車站搭乘自強號272班
次，沿途歡迎基隆區與蘭陽區的姊妹踏上旅程。

此次教會關懷之旅，共計關懷六個教會，一
個機構：花蓮長濱教會、台東新港教會、更生教
會、公東高工、天主教白冷教會、鹿野教會、馬
太鞍教會。

來到第一間教會，白色小禮拜堂「長濱教

會」。在嚴婉玲牧師牧養下，因著「耶和華以
勒」的信心，在大家同心努力下朝著自立自養目
標邁進。

接著來到新港教會。從傳道時即差派在此十
多年的劉炳熹牧師，在此發起「心驛耕新—新港
教會歷史建築夢想計畫」，重新串連起當地民眾
與老屋之間的回憶。走進原是診所改建的老屋，
眺望漁港的陽台以及教會靈修會館復刻照片的展
示，承載許多年長者過往的回憶，也讓年輕人探
索自己未曾了解的在地歷史，重新賦予教會的使
命。牧師帶領教會積極走入社區，影響社區，更
讓人看見教會帶來祝福在社區之中。

經過一夜的休息，踏入眼簾的是世界遺產
基金會所票選第一高票的現代特色建築，公東教
堂。隱身在公東高工校園裡的公東教堂，頂樓的
教堂內部粗面水泥的牆面映入眼簾，營造出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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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會記實 

活在神國自由中多麼美好
徐春芳紀念教會  邱靜瑜牧師

由星中職場事工部主辦，第一屆的職場人退
修會「活在神國自由中多麼美好」，2018年10月
12-13日在萬里芥菜種會孫理蓮紀念營地舉辦，
邀請到馬約翰牧師(Rev.John McCall)主講，在馬
牧師的帶領裡，即便是細雨綿綿的天氣，仍不減
參與學員們的熱情，大家共同享受了一次美好的
在靈裡休息的聚會。這是職場事工部第一次舉辦
退修會，盼望透過這樣的聚會，能使平常忙於工
作、家庭、服事的職場弟兄姊妹們從繁忙的生活
裡有喘息與休息的時間。

這次二天一夜的營會，從週五晚上8點到週
六下午5點，專為上班族的時間而設計，營會中
也預備了托兒服務，以便前來參與的職場兄姊們
能專心地參與營會，不致有後顧之憂。

第一天晚上的專講，我們學習如何在生活
中回應上帝的愛並思考「事奉」的意義：基督徒
因受洗而進入事奉，這是一段旅程而不是一個終
點，旅程裡並不孤單，基督徒會有許多同伴，同
伴之間要彼此成全與幫助，也因為如此，當上帝
的呼召臨到時，我們乃能向上帝說：「Yes!」。
第二天我們學習與耶穌、與人成為朋友的關係。
馬牧師提到，在初代教會中，不同背景、語言、
社會階層的人竟然可以彼此稱為弟兄姊妹，又過
著共同的生活，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課，就是「誠
實」這個要素，初代教會之所以深具吸引力，
不是因為任何一個教義，而是信徒活出雙重分
享—靈性(互相代禱)與物質(凡物共用)，這種新
的生命意味著上帝的生命氣息(聖靈)澆灌下來，
這是經過更新與修復之人所共有的特質。

不僅如此，馬牧師提醒我們，基督教信仰是
以上帝為根基，分享上帝的生命，而這生命就是
「愛」，也因此是「為別人而活的生命」。基督
教會信仰絕不是人類的工作，而是上帝提供的，
所以基督徒能愛人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我們能
愛是因為上帝的愛源源不絕，豐豐富富地供應我
們，聖靈不斷地催逼我們，要我們去愛那些不可
愛的人，因為常常我們自己也不可愛，但耶穌卻
無條件地愛我們，當我們愛那些不可愛的人時，
我們就是在學習愛耶穌。所以我們要常常唱著馬

約翰牧師改編
的歌：「耶穌
愛我，我也愛
你，真的不簡
單」來自我
提醒。讓人
可以看到基
督的地方，
就是基督徒
間的友誼。

「看哪，弟
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詩篇133:1)上帝與我們的朋友
關係，不是我們配得而是上帝的決定，但是人常
常錯誤地把自己當主人，以致遠離上帝。上帝藉
著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並賜下聖靈來更新
人的內在景況，使人能彼此為友。「我乃稱你們
為朋友；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
了。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約翰福音15:15、14、17)如果我們和耶穌的友
誼，能使我們和那些被上帝擺在我們人生道路上
的人成為朋友，特別是那些聽到同樣呼召又回應
的人，那麼，這友誼就會變成雙向的。正如營會
中的十字架擺飾所呈現的，通過基督，我們與神
與人和好，彼此有圓滿的友誼與關係。

不僅如此，從大自然靈修裡，以詩篇第148
篇來默想，看看浩瀚的太平洋與營地裡的樹木花
草，海裡的眾船隻忙碌地航行著，以上帝的創造
與人的作品(海與船、山與房屋)相較，人又有什
麼好誇口的呢？人還不能臣服在上帝的權能之下
嗎？！

在本次營會中，馬約翰牧師用宣講、行走禱
告、大自然的靈修、小組分享及歌唱「我們愛，
因神先愛我們」來幫助我們具體認識愛的源頭與
不容易，並學習如何在愛中得著自由，在愛中彼
此饒恕，與神與人為友，最後並以聖餐成為彼此
相愛，互相赦免的記號，為此次的營會劃下美好
的句點，願人與人，人與神的關係能從耶穌基督
裡從新開始。

的空間感。右側牆面運用彩色玻璃設計出的「耶
穌苦路 14 站」圖，斜面屋頂的空隙，讓陽光從
天井灑入，引進自然光線，讓人與上帝更加親近
了。

走進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看見與聽見的
是真實的耶穌在人的當中。1953年，遠自瑞士來
台的白冷會神父，抵赴台東後，興學、扶貧、救
人。聆聽魏主安神父的分享，牧者與姊妹們都默
默流下感動的淚水。當年近五十位神父修士，今
天僅剩四位神父一名修士，平均年齡已超過八十
歲。神父們分享，最終年老死後，也要將他們自
己留在台灣這塊土地，滋養大地。他們真實的活
出對上帝有信、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他們是
真實的台灣人，是耶穌真實的門徒。

在更生教會，看見劉世春牧師帶領著長執

與弟兄姊妹如何走過建堂的道路。幽默的劉牧師
說，若是先看到白冷教堂，也許今天教會的風格
又會有大的調整。

最後一天，來到馬太鞍教會。宋美花牧師與
陳約翰牧師帶領姊妹們，在這阿美族的部落中，
看見上帝恩典的帶領。在此曾辦過無數次培靈
會、佈道會，甚至由韓國哈利路亞祈禱院院長金
桂花主理的退修會，高達6,000多人參與，這真
是令我們感到不可思議。

結束三天兩夜的教會參訪前，來到了「林
田山林場」。走在檜木宿舍、陳年鐵道中，
沉澱了三天來不同教會帶出的信息。上帝使
用每一個願意的人，成為祂的器皿，按著不
同的方式，做工在每一個需要的肢體身上。 
今天的我們，也參與在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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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牧者介紹~深美教會第三任牧師

朱義勝牧師
深美教會 朱義勝牧師

生日：主後1959年7月13日，籍貫：台灣新竹市。
學歷：台灣神學院宗教與哲學系畢業；台灣神

學院道學碩士肄業；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取
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道師資格；衛理神學研究院
教牧學博士(主修「心理諮商與輔導」，博士論文題
目：「鄉土神學的上帝國」)。

經歷：大學考上台灣神學院宗教哲學系就讀，
以優異成績畢業(期間先父過世)；考上台灣神學研
究院就讀道學碩士，研究所一年級完成後，因家裡
發生事情，不得不休學返家協助家母處理事情，因
過了兩年沒有回校辦理復學，以致喪失台灣神學研
究院道學碩士生的學籍；1991年七月經鄭葦舟牧師
的介紹，與師母及兩個幼兒前往苗栗鯉魚潭擔任全
職囑託傳道，1982年重新報考台南神學研究院道學
碩士班，1995年順利畢業取得傳道師資格，受派至
高雄中會杉林教會開始牧會生涯。

家庭成員：家母、牧師娘、三個兒女(均已大學
畢業兩個女兒就業中)，兒子(畢業於逢甲大學土木
研究所結構組)已於台南神學研究院，就讀道學研究
所。

學經歷：1.於高雄中會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傳道師。2.於台中中會明道教會按立為傳道牧師，

於烏日溪南開拓教會。
3.考上衛理神學研究院教
牧博士班就讀，主修心理諮商。教牧博
士班畢業後，受聘於「基督教更生團契新竹區會」
擔任新竹監獄、新竹看守所、新竹誠正中學(少年監
獄)駐監牧師之職。在這段期間(六年之久)於監所內
輔導、傳福音、帶領查經班…等事工，總共為五十
餘位受刑人施洗。4.受聘於新竹中會香山教會(自
2013年7月1日起任期四年)擔任駐堂牧師，期間，受
總會銓派為台南神學院董事、2017年中委會派任教
會與社會服務部長(於2017年2月26日，假新竹市文
化局演藝廳，舉辦「228受難紀念音樂會」，參加
人數根據文化局演藝廳統計約879人)；2013年7月1
日赴任後至2016年底，成人洗禮、堅信禮(含轉籍誓
約)有11人，嬰幼兒洗禮有7人。

個人恩賜與異象：就個人牧會迄今，仔細自
我評估，個人的恩賜如下：有聖靈的同在、因聖靈
的同在賜下~有系統的詮釋聖經與講道服事、禱告
服事、探訪服事、心理與諮商服事、願意帶頭傳福
音(個人傳道或團隊傳福音)的服事、活動策畫的服
事；個人的異象是，在這末世時代按照主耶穌的交
託，以教會為出發點逐漸向外擴張向人傳福音，領
人認識耶穌進而歸信祂。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濟南教會】

1. 重新恢復沐恩家庭活動，於
11/10舉行沐恩家庭日歡迎會。

2. 11/11(日)舉辦新國家講座，邀
請楊憲宏弟兄主講，講題：新
世界／新國家／新價值。

3. 11/17於教育中心舉辦情感教育
2.0，公視影集《你的孩子不是
你的孩子》觀後感，邀請趙庭
正諮商心理師分享。

4. 11/18(日)晚上舉行神學禮拜
日ChurchToo 講座第二場，
主題：被性侵害的得釋放—談
上帝國的性別公義與復和。主
持人：石牧民；與談人：官曉
薇、陳文珊、陳貞樺。

5. 11/22(日)上午舉行教會設立
感恩禮拜。下午舉行設教122
週年紀念講座。邀請台神教會
歷史學教授鄭仰恩牧師前來主
講《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
統》，由揚啓壽牧師與談。

6. 11/24(六)下午於教育中心舉辦
情感教育2.1，主題：從被人照
顧到照顧自己、照顧別人。由
王榮義牧師主講，劉北元老師
與談。

7. 濟南教會新婚小組與基督精兵
協會舉辦夫妻成長團體
主題：愛的練習式
主理：施淑貞律師
時間：
① 2018/12/15瞭解差異與衝突
② 2019/2/23善意溝通：野狼
的溝通 v.s.長頸鹿

③ 2019/4/27原生家庭對人格
和親密關係的影響

④ 2019/6/29安全式對話(表達
與傾聽的技巧、促進關係的
基本規則)

⑤ 2019/8/24溝通法寶(妥善處
理議題與事件＆深度溝通) 

報名：每對夫妻5000元(全勤
退費)，同時間附設托
兒課程。

地點：濟南教會教育中心11樓
網路報名：https://goo.gl/Q73pxp

8. 2018聖誕慶典活動
① 聖誕下午茶：12/16(日)下
午1:00，聽見福音歌手史茵
茵，於禮拜堂舉行

② 聖 誕 讚 美 聯 合 禮 拜 ：
12/23(日)上午10:00，頌
讚：天父慈愛之夜

③ 主 日 學 聖 誕 慶 祝 會 ：

12/23(日)上午10:30闖關活
動、聖誕愛餐，於台大校友
會館四樓

④ 聖 誕 愛 餐 及 慶 祝 會 ：
12/23(日)中午11:30-14:00
台大校友會館四樓

⑤ 與神密契～平安夜燭光禮
拜：12/24(日)晚上19:00-
20:30音樂密契人聲室內樂
集(Mysterium Musicum)

【中山教會】

1. 11/11上午兒童主日學於吉林國
小舉行一年一度的運動主日，
在師長的精心策畫下，將會留
給小朋友一個難忘的回憶，現
在的小朋友身體需要多動一
動，把身體養好，以後才可以
成為基督精兵，四處為上帝國
爭戰。

2. 11/17晚上舉辦名人講座，邀請
到名導演，拍攝電視劇「一把
青」曹瑞原導演，他於拍攝期
間，絕望時與神對話的經歷，
幫助他勝過困境，可以絕處逢
生，最後抱走金鐘獎的心路歷
程。

3. 11/21上午9:30松梅大學邀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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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教會】

1. 12/15(六)聖誕慶祝晚會 
2. 12/16(日)聖誕節聯合禮拜暨
聖禮典 

3. 12/22(六)聖誕劇―聖誕卡。
我們期望邀請我們四周圍的親
朋好友，一起來看戲。 希望
透過這齣戲，讓我們的朋友多
一點認識我們的信仰，進而願
意認識我們所信仰的主。特別
歡迎我們的新朋友、慕道友參
加的聚會。 

4. 12/23(日)聖誕節聯合禮拜暨
清唱劇。今年要演出的清唱劇
是Sing Christmas頌讚聖誕，
整齣聖誕清唱劇共分四個樂
章，包括頌讚歡慶、頌讚聖
誕、頌讚以馬內利及頌讚榮
耀；唱出對歡樂的渴望、聖誕
的喜悅、上帝與我們同在、及
榮耀的新生王。 

5. 12/29(六)創世記查經班 蔡茂
堂牧師 

6. 12/31(一)跨年半宵禱告會 
7. 1/19(六)創世記查經班 蔡茂堂
牧師

【東門教會】

1. 12/2(日)召開長執會、小會。
2. 12/16(日)舉行聖禮典：洗禮
與聖餐。

3. 12/23(日)聖誕讚美禮拜。
4. 12/30(日)新任團契會長就任。

【義光教會】

1. 12/4(二)10:00-11:30義光社區
學苑邀請中醫師主講-中醫養
生穴道按摩，開放社區朋友參
與。

2. 12/8(六)10:00義光教會與台灣
聯合國協進會合辦12月份舉目
向山祈禱會，地點於五股生態
園區。歡迎各教會兄姊一起報

名參加，以禱告來扶持台灣。
3. 12/11(二)10:00義光社區學苑
邀請蔡三雄牧師前來主講-肌
力訓練。

4. 12/18(二)10:00義光社區學苑-
中醫養生穴道按摩課程。

5. 12/23(日)慶祝聖誕讚美感恩
禮拜暨聖誕餐會。

6. 12/30(日)各級團契聯合座談
暨2019事工協調會。

7. 1/5(六)假樹林區柑園生態河濱
公園舉行舉目向山祈禱會。

8. 1/6(日)舉行2019年各級團契
首長就任式。

9. 1/27(日)召開2018年度會員和
會。

【仁愛教會】

1. 12/15(六)10:00舉行仁愛松大
畢業典禮暨動態成果發表。

2. 12/23(日)慶祝聖誕感恩讚美
禮拜及聖誕表演、聖誕聚餐。

3. 1/06(日)舉行機構團契會長就
任禮拜。

4. 1/27(日)召開2019年度會員和
會。

【安和教會】

1. 12/23(日)慶祝聖誕讚美感恩
禮拜。聖誕午會於12/23(日)
下午3點在教會舉行，晚上聖
誕愛宴。

2. 2018/12/9-2019/1/6 週二-週五
14:00-17:00 成人兒童繪畫展

【城東教會】

1. 11/9(五)社區三愛福音隊探望
“萬華愛愛院＂與獻詩。

2. 11/10(六)聖歌隊前往木柵靈糧
堂獻慰詩。

3. 11/18(日)本會福音主日，邀
請台灣教會更新協會總幹事黃
顯光牧師來講道，並由社區日

文卡拉ok班、拜三愛福音隊獻
詩。

4. 12/23(日)上午10:00舉行聖誕
讚美禮拜，下午3:00聖誕慶祝
會，晚上6:00聖誕愛餐。

5. 12/30(日)舉行新任長老封立
與長執、團契會長就任。長
老：余美玉(新任)、曾偉明(新
任)；執事：林純欣(續任)、蔡
仁瀚(新任)、陳永皓(新任)。
婦女團契會長：戴碧鴻、兄弟
團契會長：曾偉明、主日學校
長：林仲祥。

【南崁大安教會】

1. 12/15(六)19:30泰澤靈修默想
禮拜。

2. 12/21(五)19:30街頭報佳音。
3. 12/22(六)19:30「薇薇與蒂蒂的
願望」聖誕音樂劇慶祝晚會。

4. 12/23(日)9:30聖誕節讚美禮
拜。

【六張犁教會】

1. 11/23(五)「生態之旅活動」中
午12:30出發，目的地：客家
文化主題公園，簡章於教會入
口處備索。

2. 12/23(日)聖誕歡慶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12/23(日)慶祝聖誕讚美感恩禮
拜、聖誕餐會、表演活動。

2. 12/23(日)晚上七時新光三越南
西店報佳音

3. 12/30(日)公舘僑回娘家聚會。
4. 1/6(日)新任長執會長就任。
5. 1/27(日)召開2018年度會員和
會。

【古亭教會】

1. 11/18(日)感恩節禮拜，禮拜中
舉行洗禮、聖餐。

界文化遺產旅遊專家馬繼康老
師，來作旅遊專講；從自助旅
行、自由自在旅遊到深度玩家
領隊，是個人生命的重要的資
歷與成長里程碑，旅歷已近28
個國家，特別喜愛古文明與世
界遺產，推廣深度旅遊。

4. 11/25福音主日，兩場禮拜中，
邀請台灣神學院魏連嶽牧師
見證分享：「人生的(不)可能
性」；我們所遇到的人生問
題，對人生有無力感，對未來
感到茫然，這些都是生命給我
們的一個警訊，告訴我們不能
再繼續這樣過下去。在人生的
每一個階段，我們真的都需要

一位神。
5. 2019年教會繼續推廣每日QT靈
修，使用教材為台灣推啦奴書
房「活潑的生命」，每天領受
聖經中的經文，透過思考默想
今日的經文，傾聽神要對今日
的我說什麼?並應用在今日生活
中，實際活出順服的生活。

6. 12/5下午本會將接待日本北陸學
院的來訪，此次是他們第三次帶
領著應屆畢業生，參觀本會堂，
參訪者99%不是基督徒，我們將
宣揚基督的愛在他們心中，播下
天國福音的種子。

7. 聖誕節慶祝活動：
① 12/15星期六晚上7點，舉辦社

青見證分享佈道會，主要的對
象為社會青年，年輕學子。

② 12/23(日)早上主日讚美禮
拜，由本會聖歌隊擔綱獻
詩-清唱劇<靜默與歡聲>

③ 12/23(日)，晚上6:30聖誕
晚會，邀請多組表演單位演
出，今年最大的亮點是邀請
到亞洲魔術冠軍，要來與兄
姊及里民，同享主恩。

【民生教會】

1.  11/4(日)教會舉辨主日麟山鼻
野外禮拜。

2. 11/17(六)教會舉辨社區感恩節
讚美餐會。

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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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教會】

1. 11/17(六)上午9:00-17:00於本會舉行全教會年度
會議，針對2018年事工檢討及2019年事工計劃
及彼此分享與關心。

2. 2018年聖誕節系列活動如下，請關心代禱，並

邀請親朋參加：
① 12/16(日) AM9:40  兒童聖誕MEBIG
② 12/23(日) AM9:50  聖誕讚美禮拜與聖禮典
③ 12/23(日) PM2:30~4:30聖誕慶祝會~音樂劇 
　　　　　　　　「Dr.萊爾的神奇百科」

④ 12/31(一) PM9:00~12:30 年終禱告會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12月份基隆區眾教會聖誕活動】
1. 12/4(二)聖誕記者會
2. 12/8(六)19:00-20:00開幕式--聖誕
點燈晚會

3. 12/23(日)18:00-20:45聖誕晚會—
「百人詩班大合唱」邀請各教會
聖歌隊參與
聖誕信息分享：講員卓志傑牧師

【基隆教會】

1. 11月份啟動第五屆門徒訓練
(每週五19:30-21:00上課)。

2. 11月份開始，每週三19:00有
「國高中領袖訓練」課程。

3. 11月份完成本年度下半年
「幸福小組」福音事工，並
於11 /18主日禮拜（國語堂
11:00）邀請台灣知名新聞主
播夏嘉璐姊妹幸福小組名人分
享。

4. 12/9(日 )分兩堂舉行「聖禮
典」。

5. 12/15(六)舉辦「聖誕音樂見
證會」。

6. 12/23(日)舉辦「聖誕讚美聯
合禮拜暨慶祝會」。會後愛
餐，在主裡享受愛的筵席。

7. 12/30(日)舉行「2019年團契

會長就任式」。

【東明教會】

1. 致福益人學苑東明分校，秋季
班開課(報名者服務班費300
元)
• 手工皂班：周二晚上7:00-

8:30，指導老師：吳麗玲，
材料費800元。

• 手語讀書會：周三晚上
7:00-8:30，指導老師：柯
佳慧， (免費 )。服務班費
300元

• 陶笛 (基礎班 )：周四晚上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內湖教會】

1. 11/3(六)會友們約50人前往阮
登發、張秀蓮夫婦的宜蘭大里
老家，舉行家庭禮拜。

2. 11/6(二)婦女團契共8位姊妹
前往松山教會參加東小區婦女
事工主辦年會，並參與演出：
「聖經故事我來演」。

3. 11/11(日)禮拜後，松年團契前
往淡水搭乘遊輪半日遊，晚餐
後回內湖。

4. 11/18(日) 感恩主日，邀請會
友信仰感恩見證。當天中午的
愛宴採一家一菜。

5. 12/9(日)邀請信義會思恩堂李

怡瑱牧師前來證道。
6. 12/15(六)婦女團契和松年團
契聯合舉辦台中花博一日遊，
約60人參加。

7. 12/22(六)教會報佳音活動。

【金陵教會】

1. 12/15(六)聖誕慶祝活動--最好
的師傅音樂劇。晚上六點起
舉辦聖誕慶祝活動---聖誕愛宴
(每家一道菜)、精彩聖誕晚會
節目、鄰里報佳音；邀請社區
朋友一起來歡慶耶穌基督的降
生。

2. 12/23(日)上午十點舉行聖誕讚

美禮拜，禮拜中將首度由金陵
弦樂團與聖歌隊合作獻上聖誕
組曲，願將優美的聖誕詩歌當
做馨香活祭獻在救主耶穌的面
前。也願聖靈親自感動所邀請
的未信朋友經歷在主耶穌裡的
平安與喜樂。

【東湖教會】

1. 12/23舉行聖誕詩歌見證分享
會「分享的愛加倍的多」，歡
迎共襄盛舉。
09:30-11:30  讚美禮拜
12:00-13:00  聖誕愛宴
13:30-15:30  詩歌見證分享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2. 11/22(四)感恩節聖餐禮拜。
3. 12/2(日)舉行野外禮拜。至新竹聖經書院禮拜、用
餐。下午遊覽新竹景點。

4. 12/23(日)聖誕主日，中午聖誕愛宴，下午舉行聖
誕慶祝會。

5. 12/24(一)晚上20:00舉行聖誕夜微聖餐禮拜。

【林口大安教會】

1. 11/25-12/23舉辦一系列聖誕活動,由布雷斯德家
庭(主日早上親子禮拜成員)展開序幕：佈置聖誕
樹彩繪小卡片薑餅屋製作社區野餐禮拜。

2. 12/23(日)布雷斯德學校與下午主日成人禮拜於下
午舉行聯合音樂禮拜，禮拜後，接續一戶一菜聖

誕愛宴，布雷斯德親子手鐘班快閃祝福社區。

3. 12/23(日)晚上19:00-20:30社區三間教會(林口大
安A7靈糧堂行道會)在遠雄大廳聯合舉辦聖誕感
恩活動。

4. 12月第一周，各團契提出2019活動規劃及預算。

【深坑教會】

1. 12/23聖誕音樂見證分享會。中午舉辦聖誕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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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區會消息】

1. 11/03(六)下午2-5點蘭陽區信徒造就會，講師：葉啟
祥牧師，地點：蘇澳教會。

2. 11/04(日)下午3點於羅東教會舉行黃偉倫傳道封立牧
師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11/13(二)上午9點30分召開蘭陽區會第五次會議，地
點：五結教會。

4. 12/09(日)下午3點蘭陽區救主聖誕聯合聖餐禮拜，地
點：四結教會。

5. 12/10(一)中午蘭陽區會舉辦現任牧者夫婦與退休牧
者夫婦聖誕聯誼餐會。

【礁溪教會】

1. 為本堂教會建堂的事工進展順利，建築工程能
如期完工，建堂經費籌募順利代禱。建堂進
度：戶外欄杆、階梯鐵件加工製造，配電盤安
裝，一樓戶外耐磨地板打磨修整。建堂總經費
預計60,000,000元，尚不足15,606,148元，請
兄姊關心、代禱、奉獻。

【四結教會】

1. 本會訂於12/2(日)下午3:00舉行新堂獻堂感恩禮
拜，歡迎兄姊一同參與，同頌主恩。

【羅東教會】

1. 請兄姊持續為五結教會建堂關心奉獻，建堂經
費共4,500萬元，目前已付3,643萬元。

2. 請兄姊持續為三星、冬山、利澤簡、四結各教
會事工奉獻、關心代禱。

【宜蘭教會】

1. 11/10(六)下午2:00於本會5F禮拜堂舉行『星中
蘭陽區婦女聯誼會年會』，邀請各位兄姊關心
代禱及參與。

2. 宜蘭市眾教會與宜蘭縣政府、宜蘭市公所聯
合舉辦第四屆『愛在聖誕，愛在宜蘭~聖誕點
燈音樂會』。聖誕點燈時間：11/11(日)下午
5:30~6:30。

3. 11/16(五)晚上7:00～11/17(六)下午17:00於利澤
簡失親兒中心舉行遇見神營會。

4. 本會推動『抄箴言，得智慧』~抄寫聖經『箴
言』活動，預計於2019/2/24(日)前完成抄寫者
頒發禮物一份以資獎勵！ 

5. 本教會電梯需汰舊更新，經費預算目標為162萬
元，預計明年二月底施工，邀請各位兄姐關心
代禱及奉獻，以利事工推行！

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7:00-8:00，指導老師：謝春滿，(自備九孔陶
笛)。

• 陶笛(進階班)：周四晚上8:00-9:00，指導老
師：謝春滿，(自備九孔陶笛)

【正濱教會】

1. 11/11(日)三重河邊教會蒞臨正濱教會聯合禮拜
並聯誼。

2. 11/25(日)感恩節禮拜後，社區成長班特別製
作精美手工小禮物，向關懷社區事工者致意感
恩。

3. 2018歡樂聖誕在正濱—開放教堂騎樓裝置藝術
歡迎民眾觀賞！

4. 12/11-15社區成長班舉辦「蝶戀花—水晶花、創
意熱縮片觀摩展」。開放時間：下午1:00-4:00 
地點:教會一樓大廳

5. 12/23(日)聖誕讚美禮拜：聖歌隊獻唱。溫馨愛
宴：傳統式一家一道佳餚分享。聖誕慶祝表演
活動：由青年主辦，兒童主日學領銜演出

6. 12/31跨年禱告會，主題：榮耀的家，晚上7:30-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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