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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主的表現

我們都是為主大發熱心的人，所以甘心樂
意付出時間為主擺上；雖然每個人原本就已擔
負各自的，卻願意為我們教會、中會的宣教與
事工更多付出心力。在這2019年，我們所有
的同工，以及各事工部門繼續承繼這熱情與使
命，讓我們教會、中會得以更榮神益人。

談到疼主，我們基督徒最明顯的表現是什
麼呢？

當然就是以親近主為喜樂，並且願意事奉
主得主的喜悅。

一篇引人反省的問題～跟隨神與跟隨世界
的差異：

禱告難嗎？當禱告時，我要找一個字都好
難，但與朋友傾談時，卻口若懸河嗎？

讀經難嗎？我會覺得讀一章聖經又難又
悶，卻很容易地就看完幾百頁的書籍嗎？

神的話語很難相信嗎？我們相信報紙雜誌
中講的事件，卻懷疑聖經的字眼嗎？

參加主日聚會覺得時間太長嗎？但看一齣
好戲就覺得好短嗎？

為教會、為主安排時間難嗎？我們要預先
兩、三個星期被通知教會的活動，才能排入自
己的時間表，但我們只需用兩三分鐘就安排好
參加其他的活動嗎？

我們基督徒有許多鑽研哲學、神學，在講
台傳講著靈性生活與知識，但是平常的生活
中，上帝似乎離我們很遠很遠。

我們基督徒需要回應主耶穌的邀請（馬太
福音11: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愛主的一對姊妹

馬大與馬利亞這對姊妹的家庭，是主耶穌
很喜愛的地方。

v.38「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
己家裡。」這對於這個家庭必定是無比喜樂
的一件事，能夠與主耶穌的相聚交通。但是，
接下來出現了兩種情境同時發生～馬利亞在耶
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以及馬大在廚房裡面忙
著，當下，可能聽到廚房鍋碗發出的聲音越來
越大了，這頓愛餐讓人感到不舒服了，馬大的
心裡可能想著：「耶穌和馬利亞生活在天堂享
福，而我卻活在地獄受苦！」

這在我們生活的處境中應該是很常見的景
象，但是在這樣的景況下，同工就會說：「那
我們都來做馬利亞，那誰願意做馬大呢？」

事實上，主耶穌沒有反對馬大為他所做的
事，但是主耶穌是在提醒馬大不要讓這些外
在的事務造成心裡面思慮煩擾。耶穌這樣對
馬大說（路加福音10:41-42）：「馬大！馬
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

主不是說她『事情作得太多』，主乃是
說她『思慮多到令她受到攪擾、苦惱』；主
也不是說『作事不要用心思』，主乃是說

陳天來牧師路加福音10:38-42

貼倚主的心的事奉



『心思不要被事物弄得煩擾不安，失去在主
裡該有的安寧』。為何會“思慮煩擾＂？是
由於服事的對象原本是為了主耶穌，但是在
不知不覺中，已將服事的對象從主身上轉向
別的地方，在乎的是自己、權利、成就、別
人的讚賞與認同等等。

貼倚主的心的事奉

我們都知道馬利亞與馬大兩人對主耶穌
愛的表現，正意味著我們愛主的人的兩種特
點～喜愛親近主、喜愛為主做工。

馬大正為許多事煩擾，而耶穌告訴她
說：「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那上好的
福分。」

從『許多事』中抓住『最好的』。

馬利亞的選擇，就是我們在服事的人所

需要得著的。路加福音10:39「……在耶穌腳

前坐著聽祂的道。」這就如耶穌所說的（約

翰福音15:4）：「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

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

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

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

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我們在中會、教會、職場，或是在家中

各樣的工作，必定極其繁忙，有時造成我們

生活的繁雜心亂。盼望，我們事奉的人都能

常常抓住那最好的福分～貼倚主的心，我們

的事奉必得主的喜悅。

1.	 確認第68屆第1次中會議會議事錄。
2.	 同意接納傳道師許夏賓、陳偉立、黃國通、
王永恩、吳聖德、林盈昌進行牧師資格檢定
講道，並呈送第68屆第2次中會議會作議案討
論。

3.	 同意接納七星中會開拓新教會辦法第4條修訂
案，呈送第68屆第2次中會議會作議案討論。

4.	 同意接納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
星中會章程第12條修改案，呈送第68屆第2次
中會議會作議案討論。

5.	 審查確認七星中會第68屆（2019年）中會預
算案，呈送第68屆第2次中會議會作議案討
論。

6.	 確認第68屆第2次中會議會議案。
7.	 同意接納2019年支會傳道師謝禮補助5間教會
名單：台北復興教會、成德教會、焿仔寮教
會、百福教會、大南澳教會。

8.	 同意接納中會牧者最低謝禮標準：牧師－
38,000元，傳道師－35,000元，並提報傳福
會辦理。

9.	 同意接納連嫣嫣牧師於2018年12月31日離任
並請辭公職。

10.	推派陳惠玲牧師、鄭穹翔長老擔任安瀾橋教
會監交委員，於12月31日前辦理監交事宜。
推派陳景松牧師為小會議長，自2019年1月1
日起。

11.	改推派北一區榮星教會為民生教會的母會，
自2019年1月1日起

12.	推派李美意牧師擔任百福教會小會議長及二
位長老葉志誠長老、徐志成長老組成小會，
自2019年1月1日起。

13.	同意推薦2019年投考台灣神學院三年制道
學碩士班推甄考試名單－濟南教會潘璇蓉姐
妹、濟南教會高奇麟弟兄、中山教會石彼得
弟兄、中崙教會潘怡仲弟兄等4名；玉神推甄
考試名單—金陵教會張顥耀弟兄，總計6名。

14.	推派副議長楊啟仁牧師（召）、傳道部長沈
俊成牧師、教育部長黃春生牧師、中委牧師
蔡維倫牧師、中委長老張宏德長老等，計5人
擔任2019年度投考神學院面談小組。並推派
面談委員蔡維倫牧師出席報考神學院人格測
驗說明會，將各中會的報考生心理測驗分析
結果帶回，作為面談該生時參考。

15.	同意接納移轉牧師何淑珍之牧師籍至嘉義中
會。

16.	討論推派正議員參加第64屆總會通常議會之
報名相關事宜。

17.	同意接納發文請各教會推薦2019年總會64屆
及北部大會72屆各委員會、董事人選銓衡名
單。

18.	討論推派正議員參加第72屆北大通常年議會
之報名相關事宜。

19.	託教社部、婚姻部合作協辦幸福家庭「餐桌
文化-百名種子老師」，召集人為沈俊成牧
師。

20.	同意接納北二區會依宣教事工補助預算申請
平安七月暝佈道會補助款。

21.	託傳道部辦理2019年「國內外宣道奉獻主
日」交換講台，安排2019年元月20日「國內
外宣道奉獻主日」交換講台講道及請安報告
事宜。

22.	同意接納，由結餘款撥款補助「社團法人台
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

23.	同意接納推薦陳美西牧師申請就讀台灣神學
院神學研究所教牧博士班。

24.	同意接納和平島教會報備於12月23日邀請葉
惠媛傳道主理禮拜。

25.	不同意辦理劉伯恩長老戒規，回函總會常置
委員會。

26.	同意接納閔恩源傳道師依行政法第125條處
置，自2018年12月11日起戒規閔恩源傳道
師，予以停職。

中委會  >> 消息 >>
第67屆第11次中委會議錄

I    為何禱告的信心如此重要
基督徒常常禱告，可是若是沒有信心，可能

就像一輛汽車，遑論多好，多麼豪華，若是沒有

鑰匙啟動，永遠是停在車庫的車子，產生不了作

用！信心是啟動禱告的鑰匙，一旦被啟動了，我

們就可以前往神要給我們的祝福之地。

信心在禱告中的定義是什麼呢？「相信神

賜福的應許必要成就，並且順服禱告而得到的

啟示去行動」。

II   禱告的信心啟動神奇妙作為
我的禱告觀念裡面，原來是沒有向神求、並

且求到蒙應允的經驗與觀念，為了要刷新我對

禱告的觀念，為了擴張我的信心，我學習藉著閱

讀這些信心的歷史人物，去更新我的觀念與信

心。我便發現，歷代一些偉大的信徒，他們一樣

也禱告，而且迫切禱告，而可以為主成就很多美

好的事工；除了他們個人的努力與委身之外，信

心禱告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有幾位禱告而

成就上帝工作的人，特別影響著我，且刷新我對

信心禱告的渴望。

• 大約250 年前，英國佈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說：「除了回答有信心之人的禱告以

外，神在地上不作任何事情。」

• 十九世紀的佈道家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

也說：「神的賜予和我們的祈求是不可分割

的。」

• 喬治穆勒一生禱告有五萬多件禱告蒙應允的

事情發生，當他照顧孤兒，要蓋第四間孤兒院

時，他禱告兩個月之後，上帝就開始應允他的

禱告了。有人寄給他一千英鎊，有人為他們設

計房子、蓋房子、裝玻璃…有一天喬治穆勒聽

說，他禱告的那個最理想的位置有一塊地在

賣，他就去找那個地主。地主一見到喬治穆

勒就說：你就是喬治穆勒牧師嗎？喬治穆勒回

答：「是的！聽說你要賣這個地，所以我來了。」

地主說：「你真是上帝的人啊！」穆勒問：「怎

麼說？」地主說：「我昨晚睡到一半時，聽到上

帝說話的聲音，祂說只能賣給喬治穆勒，而且

不可以賣太高的價格。原來這是上帝對我說話

了！」所以，上帝就讓穆勒用很便宜的價格，買

下這塊他禱告的土地。

• 全世界最大的教會韓國中央純福音教會的主

任牧師趙鏞基牧師說：「不經由你個人擁有的

信心，上帝絕不完成祂偉大的工作」。

這些人的宣告，起初，真的「嚇壞我了！」但

當我開始以這些人為榜樣，並且不斷地操練禱

告，有幾點我漸漸地被開啟了。

一. 如果聖經中耶穌不斷地教導我們要信心禱
告，那為什麼我不願意聽從耶穌的教導去試

試看呢？若聖經中的教導不能成就在我身

上，為什麼我還要讀經呢？若神垂聽他們的

禱告，為什麼神不會垂聽我的禱告呢？他們

可以，我一定也可以。還有，有一點特別開啟

我的觀念：「若是我們信心禱告只停留在相

信只發生在聖經中，那過去的聖經教導對我

們今日的生活，不就失去了功效了？聖經就

不能成為今日基督徒的聖經，而淪為過去的

聖經，神就不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二. 信心若是不能見到超越理性、自然的結果，
那麼我們的神就被人的理性和自然界所限

制了！如果我宣告我的主是一位復活主，但

是，我的生活中無法彰顯他是超越理性、

行神蹟的神，那麼，我一直宣告一位復活的

主，將只是聖經的傳說故事而已；神連復活

的神蹟都做出來了，還有什麼不可能的？！

三. 即使我們要有愛心去做關心人愛心的工作，
也必須有信心，才可以將愛做出來，以及將

愛更大的擴散出去。或是，我們生活的缺

乏，如主禱文說的，將日用的飲食賜給我

們，也需要信心的禱告神才會供應。

四. 我發現聖經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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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16:20)。同樣地，若是我不能彰顯一
位會行神蹟的神，我就無法證實我所傳的

道；我所傳的道，和初代教會的門徒一樣，

必須有神蹟才能證實。傳福音、傳神的道會

發生人的變化，都在於因為我信心的禱告。     
聖經與這些偉大的禱告信徒，都在呼應同

一件事，禱告要有信心，至今神仍然垂聽信心

的禱告。

III   我的禱告引擎如何被啟動的？！
2008年以前，我是一位不太禱告的牧師，

也很少禱告蒙應允，說真的那時候我禱告大概

十分鐘後，就不知道說什麼，也只有遇見事情、

服事的時候才會禱告。那時候韓國豐盛教會的

金聖坤牧師將雙翼門徒養育系統引進台灣。我

信心的鑰匙，起動禱告的引擎
中山教會 葉啟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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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完全程的密集訓練，在訓練過程中有三件

事開啟我的禱告的信心：一、我在韓國看見韓國

的基督徒火熱的禱告態度，二、金牧師要求教會

內的信徒平常要禱告一個小時，長執、小組長

要禱告兩個小時，牧師則要三個小時，三、我重

新興起對於當耶穌基督門徒的強烈渴望，並且

渴望經歷初代教會所經歷的事。

曾經很失望的要離開牧會現場，受過門徒

訓練，再一次恢復對於福音的信心與力量，以及

渴望禱告。我也體會到我必須開始操練禱告，

我禱告的時間是每天下午的2:30-3:30無論在何
處，我就是開始跪下禱告，多數的時候我在教

會的禱告室，度過許多爭戰、猶豫、徬徨、厭倦

的時刻，才漸漸產生信心的。我這樣操練半年

後，有一天，一位憂鬱症的信徒，在我為他按手

禱告以後，居然不用吃安眠藥就睡著了。從此以

後我不斷地經歷禱告蒙應允，我將每一次禱告

蒙應允都寫下來，到今天已經有超過三百件禱

告蒙應允的事發生，甚至有為已經沒有呼吸24
分鐘的弟兄禱告，居然完全康復，我成為一位有

信心的牧師，每一次禱告我都用百分之一百的信

心去禱告。

這樣的結果，在我操練禱告之先，幾乎未曾

發生，也是我在十年前一開始禱告時，從未想得

到的。

IV    信心與聖靈的關係
信心禱告可以成就的要訣除了自己以外，

更大的幫助是來自於聖靈。我自己體會：

因為禱告時聖靈幫助我們。聖靈在人的裡

面產生作用使我們心靈變化。

因為禱告提升我們的能力。聖靈使我們心

靈變化，產生新的意念。

因為禱告提升我們對事物有新的意念。新

的意念產生新的智慧，解決問題的智慧，這便

是能力。

因為禱告使我們更加順服上帝的旨意。順

服上帝話語的態度，去面對問題，使我們解決問

題。    

因為向聖靈禱告使得上帝出手介入祂兒女

的事，我們一起與上帝面對問題。

從蘇格蘭來台灣的宣教師巴克禮牧師，也

是台南神學院創辦人，一生信仰基督的秘訣是

什麼？只有兩個：禱告和閱讀聖經。他睡衣的膝

蓋磨破，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迫切禱告的人。他

說：「讓我們閱讀聖經，早晨、晚上、白天，一章

一節或一句話，都足以成為當天所需。總要記

得，我們蒙福並非來自聖經的話語，而是透過這

管道，聖靈直接教導我們，並經由禱告尋求引領

而蒙福。」一針見血地說出：沒有聖靈，上帝的話

語無法轉化成祝福的元素，就白讀了。若我們的

讀經、禱告、聖靈直接的啟示與教導，我們改變

自己的意念，也有信心的勇氣去做我們當做的，

便會看見神的工作，我們就蒙福了。

V   我如何培養信心？
我自己綜合趙鏞基牧師，以及喬治穆勒的

禱告教導，加上自己的體會，歸納我自己信心禱

告的步驟：

一. 放空檔。也不進也不退，對於沒有信心的事
物，要培養信心，不預設立場會如何，就是

為這件事迫切禱告。並且審查自己與神的

關係，並且審查此事是否有得罪神與人的地

方。

二. 順服神的帶領。願意在此事順服神的旨意，
同時也渴望神超自然、超過人所能想像的能

力彰顯在這件事。

三. 相信聖經的話。只要合乎聖經的禱告內容
我都可以求。聖經的話有兩種，一種是相信

聖經中的教訓，這叫「洛各斯」（道），那是

以理智相信聖經中過去發生的事情；而「瑞

瑪」是聖靈所感動啟示的道；聖靈幫助我們

深信，聖經中的「道」也會發生在現在，且會

發生在我的身上。

四. 具體的禱告內容。多數人禱告時不敢具體跟
神求，因為都害怕僭越上帝的主權，或是彷

彿在命令神做事。但是我的理論是這樣的：

「我負責我的部分，神負責神的部分；我的

部分是相信上帝要祝福我的，神的部分是如

何賜福在祂的手上；我的部分是神要我禱告

時維持百分之百的信心，神的部分是祂來決

定如何成就或不成就。」禱告的信心與神的

主權一點都不會衝突。

五. 環境中的印證。堅持禱告是這些信心門徒的
特色，必須禱告到自己平安，以及看見環境

改變。

最後、要做出信心的行動。一旦禱告到一個

地步，往往我們必須跨出信心的一步，如同摩西

必須向紅海伸杖，紅海才分開，抬約櫃的祭司必

須將腳站立在河中，約旦河才會分開。

VI 有信心的見證，會再啟動別人的信心
信心一旦被啟動，就會讓禱告的引擎動起

來，接下來就會不斷地產生奇妙的事，上帝會一

件又一件地回應我們的禱告。而我們的信心見

證，也會啟動他人的信心。

2018年年初時開車回台南過年，因為逆向
停車，隔天被罰了1700元，心有不甘。六月再回
去，還是沒有停車位，又是滂沱大雨，完全沒有

停車位，我心想：為何我不求神呢？於是便在車

子內大聲呼喊：「主啊！我需要一個停車位，我

非常需要。」就這樣，我就發現一個不可思議的

停車位；接下來直到我離開台南，我七次在車內

呼求，連續七次神垂聽我禱告。

回程時，我問太太：「為什麼神讓我們連續

七次經歷這個停車神蹟？」她的回答深烙我心：

「因為祂要我們知道，我們是蒙恩寵的兒女！」

於是我便連續在講道中分享「操練禱告」：

在房間內與天父交通、堅持到底、在聖靈裡禱

告、當上帝沒有回應仍堅持禱告。我將這個經歷

放在講道中，在教會弟兄姊妹中起了連鎖反應，

那一週大家都知道「牧師為停車禱告連續七次

停車的故事」，許多弟兄姊妹變開始想要嘗試，

於是那幾週教會就發生了幾件事：

• 一位退任長老不小心將一顆植牙，吞進肚子，

他記住我的講道，大聲呼喊：「主啊！主啊！」

神讓他拉了八次肚子，植牙牙齒拉了出來。

• 一位弟兄為公司消防演習的事情禱告，必須全

公司疏散到外面，神讓他經歷一個無烈日、無

雨的天氣，直到演習結束後，才下起大雨。

• 我自己再次經歷為國家安全迫切禱告後，美軍

的軍艦通過臺灣海峽。

• 一個初信者，因為聽見講道領受後去做，就這

樣神回應他的禱告，且給他一個工作上很大的

回應。

每一次我看見信徒，因我的教導，他們開始

操練，而且因為「禱告蒙應允」他們開始相信這

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並不遠，就在我們的生活現

場中；也看見他們一旦經歷神以後，生命的品格

開始改變，那時候他們知道越經歷神，就會越

敬畏神；他們成為充滿信心的門徒，在職場、在

家庭層出不窮的見證，我的心常被他們激勵起

來。

看見信徒生命巨大的改變，我常常在神的

面前為他們感謝上帝，並對神說：「父啊，天地

的主，我感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

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

祢的美意本是如此。……謝謝祢讓我看見祢自

己的奧秘以及奇妙，謝謝祢讓我成為一位既蒙

恩寵又幸福的牧師。」

2018年11月9日晚上，一年一度的職場之夜
在雙連教會10-11樓展開，職場事工部今年特別
邀請泥土音樂事奉團隊分享，這是由創作人盛曉

玫領隊，從美國回來台灣舉辦的音樂見證分享

會，也是本部今年度最後一場盛會。活動前一個

月，部員們就開始為活動事前的預備與當天的

順利進行同心禱告，懇求上主讓與會人員及同工

們透過本次活動，更認識神，領人歸主。會中安

排了泥土音樂團隊的個人見證，分別有盛曉玫

(Amy)的先生Michael、合唱者Luis及Iris的生命
見證，分別代表了職場人有可能面臨的婚姻、事

業與健康的掙扎與挑戰，從丈夫的角度，妻子的

角度見證如何在困難中遇見神，在經歷人生低谷

裡，如何倚靠上主安然經過，並終能在面對工作

與家庭的優先順序安排裡，選擇尊主為大，把主

擺在首位，求蒙主喜悅。通過詩歌、見證的穿插

交錯進行，加上會後的呼召，我們感受到聖靈的

大能運行在當中，與會人員坐滿了雙連教會的

10-11樓，場中約550人在歌聲與生命見證中，得
到激勵與安慰，並在呼召裡確認且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自己生命的救主，這真是一場充滿感動與聖

靈同在的盛會。

聽到這些人用生命譜寫的音樂與見證，讓

我們不禁再次讚嘆上主的美好與恩惠，主的兒女

們因著遇見主而幸福一生，願主的兒女們繼續為

神國努力也祝福泥土音樂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Michael、合唱者Luis及Iris的生命見證，詳見七
星中會網站)

2018職場之夜——

遇見幸福，遇見你 徐春芳紀念教會  邱靜瑜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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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區會消息】

1. 本年度區長：葉惠娜牧師，書
記：符明勝牧師，會計：孫牧聲
牧師

2.  1/7區會於松江路教會，欣賞影
片「看不見的信任」

3.  松江路教會長期與廣青文教基
金會合作關心身心障礙者，自
2001年開始，創辦「圓缺之間」
身心障礙者影展，拉近身心障
礙者與大家的距離。

【濟南教會】

1.	 1/13(日)下午2:00舉行一月份神
學禮拜日，主題：安樂死之路，
邀請江盛醫師分享「生與死的
透視：一個產科醫師的意外人
生」，與談人：張嘉芳(樂山教

養院院長、前	安寧基金會執行
長)

2.	 2019《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1/18-25。今年各宗派聯合祈禱
在本會舉行
1) 主題：公正！你要追求公
正。(申命記16:18-20)

2) 泰澤祈禱1/25(五)晚上7:30
3) 基督徒合一祈禱會1/26(六)
上午10:00

【中山教會】

1. 本年度本會主題延續去年一
樣：「平衡的教會，健康的教
會」。鼓勵會友建立家庭祭
壇，繼續每日以「活潑的生命」
靈修及禱告。

2.	 1/6第一場禮拜中舉行長執、各
團契單位首長就任式。

3.	「21天早禱祭壇」12/31(一)
持續至1/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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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上帝必定會幫
助」。

4.	比翼團契以「聖經的教養智
慧」一書為教材。一個月二次
聚會。

【民生教會】

1/28(一)~30(三)民生教會舉辨三
天兩夜冬令營，主題:Shalom傳
奇。

【台北和平教會】

1.	 2/05(二)新春感恩禮拜
2.	 2/16(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3.	 2/24(日)聖餐聯合禮拜暨會員
和會

4.	 2/25(一)台大愛心晚會

5.	 2/26(二)-3/3(日)和平緬甸短宣
隊

6.	 3/10(日)成人主日春季班開課
7.	 3/12(二)和平關懷站開學日
8.	 3/16(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9.	 3/16、23、30(六)復活節洗禮班
10.	3/30(六)、31(日)全教會培靈會

(蔡慈倫牧師)

【台北東門教會】

1.	 1.2/17(日)家庭團契例會，主
題：信仰見證分享

2.	 2/24(日)舉行會員和會
3.	 2/24(日)荊棘團契聚會邀請翁
得育弟兄專講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內湖教會】

1.	 1/15（二）婦契共六人前往汐
止教會參加音樂見證（美夢人
生）。

2.	 	2/24（日）舉行年度會員和會。
3.	 	3/3（日）婦女主日，邀請婦女
團契協助該主日獻詩和服事。

4.	 	3/24(日)	舉行聯合追思禮拜，
邀請商美麗執事感恩見證。

5.	 	3/31（日）邀請許榮豐牧師舉

行教會培靈會。

【東湖教會】

1.	 	1月13日舉行年度會員和會。
2.	 2月5日舉行新春禮拜。

【金陵教會】定期會員和會

1.	 	2/17上午十點舉行新春稱謝禮
拜，會後並為每一個家庭拍攝
新春闔家照。

2.	 2019年第一期金陵小提琴班

自2月11日每週一晚上6:20；金
陵畫室自2月14日三中午12:30-
13:30；舞蹈戲劇班自3月9日
每週六上午8:30-10:30；金陵
弦樂團自3月9日每週六上午
10:30。有意願者歡迎來電詢
問。02-2712-7752(白天)

3.	 	2/17禮拜後馬上舉行2019年會
員和會，求主堅固教會及各團
契對內培育、對外宣教的各項
事工推動。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4.	 2/24(日)姊妹團契例會
5.	 3/03(日)召開定期長執會
6.	 3/06(三)姊妹團契《靈命日
糧》分享與愛餐

7.	 3/24(日)上半年度慈善奉獻主
日

8.	 3/31(日)舉行全教會清明追思
禮拜

9.	 3/31(日)東門疼厝邊講座-1，主
講：姚文智先生

【義光教會】

1.	 1/8-3/26每禮拜二上午10:00-
12:00義光社區學苑第三期課
程邀請中醫師主講-中醫養生
穴道指壓/保健及每月一堂/肌
力訓練，開放社區朋友參與

2.	 2/01(五)上午11:00台語查經班
聚會-新春交誼

3.	 2/10(日)上午10:00-12:00邀請
林慶台傳道主日證道分享並於
婦女團契分享原住民豐年祭慶
典故事

4.	 2/24(日)邀請大同教會洪長老
前來分享基甸會事工

5.	 2/28(四)舉行228追思紀念禮
拜並前往宜蘭慈林墓園追思
活動

6.	 3/2(六)於基隆潮境公園-八斗
子舉行三月份舉目向山祈禱會

【仁愛教會】

1.	 1/06(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機構
團契會長就任禮拜

2.	 1/23(三)舉行松大寒假聯誼餐
會

3.	 1/20(日)兒童主日學舉行「社區
發送紅包袋、兒童主日學宣傳

單」活動
4.	 1/27(日)召開會員和會
5.	 3/06(三)10:00松大開學感恩禮
拜

6.	 3/10(日)母會大安教會設教60
週年感恩禮拜，仁愛教會一同
參與祝賀

7.	 3 / 2 3、3 / 3 0、4 / 6，週六
9:30~15:00舉行小組組長訓練

【安和教會】

1.	 社區活動成人、兒童繪畫班成
果展~1/6止

2.	 1/06(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機構
團契會長就任

3.	 1/11(五)下午2點舉辦松年同樂
福音活動

4.	 1/16(三)~3/13(三)，每週三下午
1:30~2:30「兒童運動班」

5.	 2/24(日)召開會員和會

【城東教會】

1.	 2/05(二)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2.	 2/17(日)召開會員和會

【南崁大安教會】

1.	 每週四晚上8：00查經班查考
『箴言』

2.	 1/27(日)舉行聖餐主日與洗禮
3.	 2019年教會成立社區老人關
懷據點，並成立愛心駕駛勇士
隊，接送需要載送服務的長者

4.	今年開始每個禮拜會介紹兩
個家庭與新朋友，將個人的照
片貼在祝福牆上，以利大家彼
此認識，週三禱告會也將為被
介紹的家庭禱告

5.	 3月起每週五晚上8：00開辦

『幸福小組』，歡迎介紹未信
主的朋友參加

【六張犁教會】

2/24(日)第一次福音主日（邀請伊
甸盲人喜恩合唱團）

【台北公舘教會】

1.	 12/30(日)舉辦公舘僑回娘家
禮拜，有40多位從美國、高
雄、台中、新竹等地回來

2.	 1/16(三)松年大學返校日前往
汐止參觀會呼吸的道路

3.	 1/27(日)召開會員和會
4.	 2/17(日)長執訓練會
5.	 3/04(一)松年大學開學

【深坑教會】

1.	 2/24(日)定期和會
2.	 3/24(日)前往坪林野外禮拜

【林口大安教會】

1.	 林口大安教會從2017年開拓
以來，人數日益增長。目前已於
2018/12/23在新承租之地開始
聚會。新址為33371	桃園市龜
山區一路2號。

2.	自1/6起主日時間調整為每週
日早上10：30，布雷斯德學校
時間為9：00，請兄姊踴躍參
加，並邀請慕道友、新朋友參
加，一起經歷從耶穌來的的喜
樂及平安

3.	 2019年3月展開社區魅力四射
兒童Hot	dance

4.	 3月展開社區學習計畫，成立
讀書會，每週2小時，透過觀賞
電影或讀書會，討論婚姻、家
庭及生命等心靈成長主題。

【基隆教會】

1.	 1/13(日)福音主日，邀請葉明翰
牧師講道，主題：開運解厄平
安來。

2.	自2019年起，舉行「全教會禱
告會」，每月一次，為國家、城
市、教會、會友等來禱告。

3.	 	1/20(日)下午1時，在副堂舉行

「農曆年前桌遊嘉年華」，邀
請社區好朋友、會友及福音朋
友參加。

4.	 	元月份舉辦「家鄉送愛」活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深坑教會  李玫莉牧師

在我小學五年級曾經歷一場嚴重車禍，因著

上帝的憐憫與恩典，讓我不僅存活下來，並且是

我與主上帝立約，要將自己生命獻給祂，一生為

主用。在接下來的年日，上帝開始在我生命有個

美好計畫―1990年大學畢業，進入國中小擔任教
師，也在教會服事，主要在兒童主日學牧區。當

主上帝對我呼召――成為全職傳道人時，我用了

至少三年的時間尋求等候，確定出自祂的心意，

便順服並勇敢跟隨主。

於是在2011年7月進入台灣神學院接受裝備
與造就。2014年8月1日受派到台南中會擔任傳
道師並獨自牧養教會。赴任以前，在台北市已生

活了二十多年，對於北部文化與教會生活相當熟

悉習慣。台南，對我而言，只有在小學畢業旅行

的記憶，相當陌生而遙遠。然而，上帝的引領很

奇妙，當我在抽籤受派那天的晨更靈修，上帝藉

由詩篇143:10對我說話：『求祢指教我遵行祢的
旨意，因祢是我的 神。祢的靈本為善，求祢引
我到平坦之地。』所以，當我抽到台南中會，我

深深清楚知

道 這 事 出

於  神，相
信上帝要我

學習順服祂

的帶領與旨

意，同時也深信祂必與我同在―『引我到平坦之

地』，保守我得著平安，順利完成傳道師的學習

生涯。

牧會的過程，是學習的過程，也是經歷上

帝恩典的過程，每個人、每件事物都可能是自己

的老師，在每個階段中，的確也都會有不同的挑

戰與學習，特別是遇到困難或挫折，更是上帝恩

典的見證。感謝 主上帝的帶領，讓我有機會在
2018年8月12日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公舘教
會封牧成為宣教牧師，並派駐到深坑教會牧會。

深坑教會是個溫馨的教會，雖然目前仍是支會，

但是有從主上帝而來的應許，深信深坑教會必能

成為深坑地區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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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宜蘭教會】

1.	 感謝主！進入2019年新的開始，今年本會年
度主題『渴慕神話語、關懷愛家人』(提後3：
16~17、詩127:1~3、書24:14~15)。願上主賜福我們
同心領受向前邁進。

2.	 1/12(六)『宜蘭聯禱會』於本會5F禮拜堂舉辦
兩場特會，由埃及牧師Joseph	Nassralla主講，
邀請本會敬拜團團員及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14:00~16:00成為一個好的敬拜者(敬拜讚美研
習)。17:30~19:30如何向穆斯林宣教。

【羅東教會】

1.	 1/12	9:00-12:00舉辦「遇見真實的自己」講座，
講師：王榮義牧師

2.	 1/18-19於中崙教會山林禮拜堂舉辦本會同工退
修會，講師：馬約翰牧師

3.	 3/9-10於本會舉辦MEBIG兒少青牧養研習，報
名請洽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兒童青少年關懷協
會，電話	06-2469463	/	0985-306-610。

4.	 3/31下午15:00在本會舉辦「鄭錦榮牧師聖樂觀
摩研習會」。

【五結教會】

教會新堂工程經過許多考驗後，2018年尾聲已經
進入第二階段使用執照的申請，目前已經完成建築
執照分戶作業，預計在2019年過年前拿到使用執
照，過年後開始進行內部裝潢的工程。感謝上帝的
恩典，五結教會即將邁入設教59年，從貧瘠之地慢
慢的在考驗中茁壯，現今成為五結鄉新地標，五結
社區的好鄰舍都期待著五結教會全新服務據點的
展開。

【冬山教會】

1月10日舉辦長者班結業式，感謝兄姊長執在服事
上的參與與代禱，結業式歡迎長執參加。下一季長
者班3/5-6/27日上課。

【三星教會】

1.	 本會向縣政府社會處提出2019物資銀行民間
據點整合平台計畫書(三星站)	申請，請關心代
禱。

2.	 1/28-2/2韓國三一教會短宣隊與本會第20次合
作；1/29-31(兩天半)春季MEBIG韓流營，在三星
國小舉辦。1/31青年宣教之夜。

3.	擴建「社區教育館」及禮拜堂修繕，預定在一月
底前審核總工程經費並完成簽約。

動，籌募有家鄉味食物給國外
宣教士。

5.	 	2/17聯合禮拜舉行「2017年和
會」暨「聖禮典」。

【正濱教會】

1.	 2/05（二）大年初一，舉行「新
春稱謝禮拜」。

2.	 2/17聯合禮拜舉行「聖禮典」、
「2017年和會」和長執改選。

3.	 2019年度青契事工：
4.	門徒訓練課程：裝備、事奉的

技巧、門徒訓練與教會增長，
三單元共18課。

5.	研經計劃：查考使徒行傳、雅
各書。

6.	生命故事見證：分享台灣長老
教會信仰前輩的生命故事

7.	 2019社區成長班活動：
A.	春節—諸事如意—可愛豬
吉祥話吊飾製作	

B.	母親節—甜言蜜語牡丹蜜
蠟吉祥花製作

C.	聖誕節—染花創作觀摩會

【瑞芳教會】

2019年3/10上午10時舉行設教
100週年讚美禮拜,下午2時舉行設
教100週年感恩禮拜，誠摯邀請
蒞臨祝福！

【金包里教會】

2019年4/28日，設教140周年感
恩禮拜，誠摯邀請金山僑回家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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