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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對於時下的自由思潮而言，好
像是保守派的舊思想。但是，在我們的生活
卻是脫離不了順服的課題。例如，各類電子
科技產品，都有使用規則；各類團體組織，
都有各種行政程序與規則；各種交易行為，
都有各類的規定；……。誰能脫離這些規範
呢？

使徒保羅說（林前9:19）：「我雖是自
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
人，為要多得人。」對於使徒保羅來說，順
服是一種選擇，選擇那對真理、愛，以及神
的救恩的信靠。對於基督徒來說，對神的順
服和信心是一體的。當我們完全信靠神的時
候，也可從我們的平常中去得見順服神的生
活。

然而，從聖經的紀載看見舊約時代神的
百姓諸多悖逆的心，何西阿書4:1-2這樣說：
「1……，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
識神。2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
姦淫，行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以色列的亡國，給予神的選民的重大警
惕，重新轉向對神順服的心志。

我對於耶利米書35章的經文很有感觸，
就是神透過利甲族與先知耶利米的對話中，
體會神的心意（35:12-19）～

12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13「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

說：你去對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說，耶
和華說：你們不受教訓，不聽從我的話嗎？

14利甲的兒子約拿達所吩咐他子孫不可
喝酒的話，他們已經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
酒，因為他們聽從先祖的吩咐。我從早起來
警戒你們，你們卻不聽從我。

15我從早起來，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
去，說：『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惡道，改
正行為，不隨從事奉別神，就必住在我所賜
給你們和你們列祖的地上。』只是你們沒有
聽從我，也沒有側耳而聽。

16利甲的兒子約拿達的子孫能遵守先人
所吩咐他們的命，這百姓卻沒有聽從我！

17因此，耶和華－萬軍之上帝、以色列
的上帝如此說：我要使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
到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為我對
他們說話，他們沒有聽從；我呼喚他們，他
們沒有答應。」

18耶利米對利甲族的人說：「萬軍之耶
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因你們聽從你
們先祖約拿達的吩咐，謹守他的一切誡命，
照他所吩咐你們的去行，

19所以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
此說：利甲的兒子約拿達必永不缺人侍立在
我面前。」

關於利甲族，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
其後裔之一就是利甲族（士1 : 1 6、代上
2:55）。利甲族的生活，是過游牧生活；因
為約拿達（利甲族最出色的祖先就是約拿
達，他參與耶戶殺戮亞哈眾子及消滅拜巴力
者：王下10:15-17）規定他們族群生活的典
章──不蓋屋、不種植及不喝酒。

神透過利甲族的順服、謹守，讓耶利米
明白，並向猶大、耶路撒冷居民傳遞神的心
意。

1. 神發出愛的呼喚（vv.14-15）：清早起
來 [shakam]，[NRSV] persistently, 
[NIV] again and again。神透過先知持
續不斷地向猶大人警戒、呼籲，卻沒有

／陳天來牧師順服謹守



人聽從。

2. 願意聽從（vv.14-16）：先知指出利甲
族始終忠信，與國中其他各族的叛逆，
可謂十分尖銳的對照。這為了要觸動眾
民的心，呼籲作出積極的回應。

3. 聽從帶來的祝福（vv.17-19）：vv.18-
19神對利甲族的應許～因利甲族聽從先

祖約拿達的吩咐，謹守他的一切誡命，

照他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利甲的兒子約

拿達必永不缺人侍立在神面前。

相信神興起我們世世代代神的百姓“永

不缺人侍立在神面前”，因為我們願意順服

謹守神真理之道。

【獻聘、續聘】
1. 城東教會聘請葉榮生牧師為第3任牧師， 任
期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計4年。

2. 和平教會續聘蔡維倫牧師為主任牧師， 任
期2018年12月9日起至2022年12月8日止，
計4年。

3. 和平教會續聘楊博文牧師為關懷牧師， 任
期2018年12月9日起與主任牧師同(2022年
12月8日)。

4. 和平教會續聘陳光勝牧師為青年牧師， 任
期2018年12月9日起與主任 牧師同(2022年
12月8日)。

【關懷牧者異動】
①. 和平教會周元元牧師於2019年1月31日離
職。

議事：
一. 確認第68屆銓衡名單。
二. 原星中財團法人董事胡燕妮長老當選第68
屆會計，改推派謝英智長老遞補擔任星中
財團法人董事，任期至2021年1月。

三. 同意接納連嫣嫣牧師於2018年12月31日
退休盡程退休，協助連牧師完成申請手續
並轉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四. 推派楊啟仁牧師、蔡維倫牧師、張宏德長
老於3月5日出席「人格測驗」判讀人才培

訓研習會。

五. 推派財務部推派人選6名參加2019年3月
19～20日(二-三)於基隆長榮桂冠飯店舉辦
之「2019年全國財務研習會」 

六. 同意追認接納推派張軒愷牧師、許承恩長
老擔任社后教會監交委員，於12月25日前
辦理監交事宜。推派黃哲彥牧師自2019年
1月1日擔任社后教會小會議長。

七. 同意基隆教會報備於2019年4月28日、6
月23日邀請張簡吉誠醫師、夏忠堅牧師擔
任主日禮拜講員。

八. 同意林口大安教會依開拓新教會辦法申請
開拓教會補助款，自2019年至1月至2021
年2月底止。

九. 討論七星中會校園事工中心組織暨人事條
例相關事宜。

一〇.  改推派雙連教會擔任圓山教會之母會自
2019年5月起。

一一. 同意接納68屆中會書記補選案，並呈送於
第68屆第2次中會議會作議案補選。

一二.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調查回覆之善處
案：依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行政法第125
條辦理。停止退休牧師羅順定牧師籍三年

(2019/01/08~2022/01/07)，行文並刊登公
告。 (依中委會議決68-1-8&68-3-23 &幹
部會指示辦理)

【獻聘】
1. 九份教會聘請廖鴻榮牧師為社區關懷牧師， 
任期2019年3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李美意
牧師同(無任期)。

【關懷牧者異動】
②. 永安教會陳偉立傳道師於2019年1月31日離
職。

議事：
一三. 確認第68屆第2次中會議事錄。
一四. 確認推派參加第64屆總會通常年會名單，

並繼續開放報名到2月27日截止或額滿為

止。

一五. 確認推派正議員參加第72屆北大通常年會
名單。

一六. 討論總會64屆通常議會4月23～26日和北
中共同宴客經費案，因本年度未編列相關
預算，故不便辦理。

一七. 確認推薦第64屆總會銓衡名單。
一八. 確認推薦北大銓衡名單。
一九.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黃春生牧

師、謝英智長老、張宏德長老擔任城東教
會派特會員，於2019年3月10日主持葉榮
生牧師就任第3任牧師授職禮拜。並向台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1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2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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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是基督徒屬靈生命成長和豐盛不可
或缺的屬靈操練，也是我們親近上帝、與上
帝建立真實關係的必要途徑。德蕾莎修女說：
「祈禱滋養靈魂，一如血液之於肉身。祈禱
直抵靈魂，領我們更親近上主。」不僅如此，
如果我們深信我們一切的需要和豐盛都在上
帝裡面，也在耶穌基督裡面，就如使徒保羅
在歌羅西書的教導，我們就當在禱告中尋求
在上帝裡面的豐盛。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
的〈禱告篇〉裡，開宗明義就說：「禱告是
信心主要的行動，也是我們天天領受神恩賜
的方式。」可見，基督徒信仰生活中最重要
的一件事，就是禱告。然而，對許多基督徒
來說，如此重要的屬靈操練卻似乎很難規律
地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為什麼？原因可能因
人而異，但若對禱告的本質和禱告的方式有
多一些認識，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克服攔阻我
們禱告的因素，繼而培養規律的禱告生活，
得以享受上帝的同在。

基本上，禱告是由上帝開始，意思是說，
是那位創造我們、又愛我們的天父先渴望與
我們親近，我們才在聖靈的感動下，也渴慕
與上帝親近。所以，我們可以說，禱告是回
應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工作。既是如此，我們
在禱告時真正要做的，或許是調整自己，來
參與已經在我們內心深處進行的對話。有了
這樣的了解，我們就不能一直認為禱告只是
「把所需要的告訴上帝」（腓 4:6），或是
把「祈求」（為自己或為別人）視為唯一的
禱告方式。事實上，禱告的最終目的乃是更
深進入在上帝的同在中，與上帝合而為一。

這麼說來，在禱告生活中，我們就需要敞開
心，嘗試不同的禱告方式，藉以豐富我們的
禱告生活和經驗，天天領受上帝為我們預備
的恩典，並享受上帝同在的甜美。

禱告的形式很多，但因篇幅有限，僅就
對多數基督徒較陌生的兩種做簡短的介紹。
A. 用身體禱告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林前 16:9），
用身體禱告有助於更多向上帝專注。事實
上，我們平常禱告，已經很習慣用到一些肢
體動作了（低頭，閉眼，雙手交握，跪著，
俯伏在地，雙手高舉）。我們也可以用五官
來禱告，例如，冬天捧著一杯熱巧克力，想
像上帝溫暖的愛；夏天喝著冰涼的飲料，同
時向上帝表達對祂的渴慕；聞聞花香，觀賞
日出或日落，也感謝上帝奇妙的創造。除此
之外，下列兩種禱告形式可以幫助我們刻意
透過肢體動作，與上帝有更深的連結。

1. 早晨的意向
一早起來，先把心思意念轉向上帝。

a. 雙腳微微張開，雙手合十放在胸前，預備
朝見上帝。

b. 掌心向上，慢慢舉起雙手，指尖朝天，頭
也隨著抬起，雙眼望天，彷彿置身在上帝
面前，同時想像上帝以慈愛的眼神望著
你。

c. 慢慢把手收回，自然放在腰間，手指略
彎，讓手掌成碗狀，領受上帝今天所要賞
賜的恩典。

d. 把手心貼在胸口，誠心感謝上帝的恩典。

禱告：進入上帝的同在中
新竹聖經學院 蘇美珍老師

北中會申請辦理移轉牧師籍。

二〇.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卓志傑牧
師、陳兩國長老、邱漢昇長老擔任九份教
會派特會員，於2019年3月31主持廖鴻榮
牧師就任社區關懷牧師授職禮拜。並向台
中中會申請辦理移轉牧師籍。

二一. 推派李美意牧師、鄭穹翔長老擔任七堵
教會監選委員，於2019年3月10日舉行和
會，監選聘請李旻諺牧師為第9任牧師。

二二. 同意接納林信明牧師於2019年05月10日
盡程退休，協助林牧師完成申請手續並轉
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二三. 同意接納永安教會陳偉立傳道師於2019年
1月31日離任並請辭公職，轉送傳福會、
傳道委員會辦理

二四. 同意接納鄭君平牧師申請學假自2019年
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共計3
年，並轉送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二五. 汐萬路教會報備長老候選人資格，僅同

意駱素諲為長老候選人(依教會法規解釋
文116條，「長老︰曾任執事滿二任以上
者，但情形特殊經中委會同意者，不在此

限。」執事只限於本宗的執事。)
二六. 派議長陳天來牧師(召)、副議長楊啟仁牧

師、書記陳文欽牧師、副書記卓志傑牧

師、會計胡燕妮長老、陳光勝牧師、鄭穹

翔長老組成北區大專學生中心事工關懷小

組。自2019年1月1日起。
二七. 同意接納財務部2019年度事工補助金額，

各部會事工補助依往例申請，請於4月2日
前提出(事工計劃明細須附部會事工補助申
請表)，交中委會審核。

二八. 推派召集人陳文欽牧師、陳賢豪牧師、黃
春生牧師、卓志傑牧師、胡燕妮長老組成

七星中會70週年慶典籌備小組辦理之。
二九. 發文邀請教會和首爾北中會成為合作教

會，派宣教師同工來本中會所屬教會推動

福音事工，回函韓國首爾北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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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做撒種的動作，把所領受的恩典分享給別
人。

f. 最後，雙手合十，為這一段時間感謝上
帝，也帶著上帝的祝福，迎向新的一天。
註：每個動作都慢慢地做，每一步都停

留片刻，再做下一步。重要的是，全心轉向
上帝。

2. 心的禱告
把雙手放在心上，感覺心的跳動。在不

同的部位，找到脈搏，去感受血液在體內慢
慢流動。專注在心的自然跳動，知道心跳是
在於上帝，我們為此感謝；為血液流動所帶
來的生命感謝；想像血液流到我們的指尖，
為此感謝上帝；想像血液在腦部流動，為此
感謝上帝。我們驚訝於身體的奧秘，就為上
帝賜給我們身體和生命來感謝。
B. 默觀祈禱

默觀禱告是超越言語、圖像、行動，
只著重在單單凝視永遠愛我們的上帝，讓全
人浸潤在祂的愛中，享受內在的安息。用這
種方式禱告，不是要很賣力，而是要在上帝
裡面休息，讓上帝的靈充滿，讓上帝隨己意
感動我們。在現代這個追求成就和擁有的世
界，在這個以個人表現來給予評價的世界，
上帝呼召我們帶著極大的信靠，在祂無條件
的愛中休息。這樣的禱告是安靜的、溫柔的、
沉穩的，同時也是喜樂又充實的。

默觀禱告的方式也有很多，這裡只介

紹最常見、也最容易操練的一種方式，就是
「心禱」。先用口自然地複誦一句短語，然
後進到意念，直到字句化為我們內在深處的
生命。這樣禱告，是要幫助我們「從頭腦到
心」，從有限、片面的生活層面轉移到整個
人的核心。

最古老的心禱是始於第三、四世紀沙
漠教父的「耶穌禱文」（Jesus Prayer），
之所以如此稱之，是因為這個禱告是直接對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發出呼求，並以相信祂
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為根基。禱詞是：「主
耶穌基督，永活上帝的兒子，可憐我這個罪
人」。不過，為了讓心靈更加專注於經文，
這個禱詞經常被簡化為「主耶穌基督，憐憫
我」，可配合呼吸，用在任何時地，藉以幫
助我們與神人耶穌基督建立親密共融的關
係，也實踐使徒保羅「不住禱告」的教導（帖
前 5:17）。

總言之，上主是豐富的，因此我們可
以用各種不同的禱告方式來親近祂。愈多
操練，就愈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雅各書
勸勉我們：「要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
們」（4:8a）。在此，要做個提醒，我們
在開始任何一種禱告之前，一定要先帶著清
醒、真誠的心來到上帝面前，詩人說：「凡
誠心求告耶和華的，祂便與他們相近」（詩
145:18）。上帝一直都與我們同在，不管我
們是否感受到這個實況，故此，所有禱告的
基礎，就是要來到上帝的同在中。

「這是我第一次参加，由七星中會教育
部主辦的長執訓練教會觀摩，是兩天一夜的
嘉義、台南行程！睽違十年後，教育部長執
訓練組，再次開啟為期兩天的教會觀摩。經
歷半年的籌畫與邀請，共有 17間教會、45
名牧師長執參加。此行參訪嘉義中會與台南
中會之四間教會兩個機構：嘉義北榮教會、
嘉義東門教會、富強教會、北門嶼教會、台
灣教會公報社、台南神學院。當然也安排了
奇美博物館、台江四草隧道！

「這真是個美好又豐碩的行程。觀摩學
習如何讓教會在牧者與長執同工協力，順服
在聖靈的帶領下來榮耀神的教會！也看見人
因順服在上帝的愛中彰顯了神愛世人的醫病
奉獻！」一位參訪長老感言。

湯孟宗牧師在北榮教會 21年的服事中，
將「用愛做好關懷小組，教會就會增長」作
為分享主題。當初在成立小組時，在每小組
2位長執輔導，由會友分別擔任正副小組長、
書記和聯絡。牧師決定每個小組約 12位的

組員名單，包含能帶領者、聖歌隊員、有車
者，平均分配在各組。接續牧師預備每周聚
會資料，分配每月輪流在誰家小組聚會；小
組聚會內容不是查經或上課，重要的是相互
關懷與代禱。更特別的是，當教會在開拓子
會加恩教會時，是將在嘉基的醫療人員與協
同中學教職員，共約十戶撥過去加恩服事。
湯牧師說：就是將當時教會最好的人力與財
力都同時過去，而今教會也突破 120人數。
母會與子會都共同成長。感謝嘉義北榮教會
為長執同工預備嘉義當地最有名的「火雞肉
飯」、貢丸蘿蔔湯、番路柿餅作為我們的午
餐。感謝牧師與長執團隊的用心。

接續來到嘉義東門教會 (1873年設立 )，
是嘉義地區多間教會的母親。該會呂姿蓉牧
師報告嘉義東門教會如何宣教近三年來如何
做社區宣教。教會必需推動（找策略・方法
・果效・成長）耶穌一生傳道沒有為人施洗、
施洗約翰一生傳道，沒有行過神蹟，就是去
傳！基督教是效法耶穌，走出去傳福音，前
往社區服務的宗教！

2018教育部長執教會觀摩之旅
台北公舘教會 吳慧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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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人走進教會困難？教會的人
走進社區困難？」2016年評估教會社區工
作推展順序：家庭、婦女、銀髮族、兒童、
新住民，教會服事策略做了調整。不改變原
有的教會結構，再開一個新的教會單元。新
人進入新的單元，成為整個教會的一部分，
原有的會友繼續享受傳統，不會遭遇太大變
化。特別參與 1919急難救助計畫中與其他
社區資源整合社區資源連結；50多戶需要協
助的家庭。這是就我們的魚群，引領他們進
入到了幸福小組，成為我們的 Best，落戶，
與成長。

兒童主日學 20多人增至 100多人，青
年團契從 10多人增至 60人，母親節主日禮
拜人數已至 100多人，主日禮拜從 200多人
成長近 300人。嘉義東門教會的社區宣教，
完全是上帝自己來！預備慕道友、預備資
源、預備人力、上帝自己做宣教！

感謝上帝，讓我們嘉義中會中，看見上
帝恩典祝福滿滿在這兩個教會。長執同工，
也都把握機會來請教。

進到台南教會公報社，受到社長方牧師
熱情歡迎。我們每星期可以在教會拿到內容
豐富、免費贈送的教會公報中，能看見教會
界中的信仰分享與教界狀態，格外需要弟兄
姊妹共同來關心與奉獻。

踏入台南神學院，許多牧長的搖籃，院
長王崇堯牧師及同工熱切歡迎同工的到訪。
感謝王院長介紹南神，並有美好的信仰傳承
與教導，還特別贈送所有星中參訪牧長各一
份「巴克禮牧師 170週年誕辰紀念珍藏月
曆」！讓我們每次在使用月曆時，就紀念巴
克禮牧師的服事，紀念南神的事工。

富強教會，是在台南地區近期成長最多
的教會。該會主任牧師夏文學牧師特別與會
同工分享：首任王忠信牧師：負起開拓與建
堂責任。陳萌祿牧師：駐堂造就信徒。第二
任夏文學、謝淑華牧師：教會在穩定中成長
(1990~2002)。第三任蔡政道牧師：教會大
翻轉 (2003~2015)。第四任夏文學、謝淑華
牧師：興旺教會 (2017~)。

在教會組織小會、長執會之下，分為兩

大部門：1.資源管理 (總務、財務 )、2.宣
教牧養 (敬拜禱告、教育、牧養、服務、宣
教 )。教會事工由信徒組成的團隊來執行：
成立各種服事團隊鼓勵信徒一人一服事、依
恩賜來服事。信徒分成七個牧區：鼓勵信徒
一人一小組，落實牧養關懷及生命建造。兒
童牧區約有 100個兒童，配合主日禮拜分兩
堂主日學聚會，約 30位老師投入。提摩太
牧區約 70個青少年，對象是國中、高中、
大專，每週六晚上 7：00聚會，包含了敬拜、
專講、小組，目前有五個小組。教會目前約
500個成人信徒，主日禮拜分成台語及華語
二堂敬拜。

教會的宣教策略是：1.轉型「小組牧養」
及開辦「華語禮拜」是教會翻轉進展，基礎
性與結構性事工。透過「新朋友關懷」、「細
胞小組邀請與牧養」「福音茶會」的事工運
作，新朋友有固定的落戶率。2.學習及推動
「幸福小組」福音策略。

配合「幸福小組」福音為架構之門訓：
1.幸福小組 14週、2.受洗 BEST新會友參加
1.5天「全人更新營」--經歷聖靈，潔淨舊
我。3.門徒學校上 (10週 )：造就基礎信仰、
基本盤種子學園。4.門徒學校下 (12週 )：
學習傳福音及開辦幸福小組，操練信仰見
證。5.門徒大學上 (12週 )：操練服事技巧，
學習擔任福長帶領傳福音。6.門徒大學下
(12週 )：操練小組事工，加入細胞小組事奉。
在小組聚會中，就是破冰、主日信息討論、
生活見證分享、代禱。

在享用教會為我們預備了台南小吃後，
我們一同參加了當晚華語的禱告會。只有詩
歌、經文、代禱事項。在音樂的流動中，我
們都一起同心合意的為彼此的教會祝福禱
告。最後，夏牧師談到教會今年的主題目標：
「培育門徒精兵、擴展小組牧養」。使命宣
言：「愛網重重健康教會、富感染力屬天家
庭」。

次日是觀摩上帝在大自然的教會。首站
是奇美博物館，有半數長執是第一次參觀。
感謝琇玲長老邀請董怡君教授為我們預購團
體票，並撥冗導覽。走進西洋繪畫雕塑展覽

參訪公報社參訪嘉義東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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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濟南教會】

1.  3/3古倫神父(Anselm Grün)
在第一場禮拜講道，講題：
主禱文─經驗上帝與改變世
界。

2. 3/6晚上舉行大齋首日泰澤祈
禱會。

3. 3/31(日)下午1:00舉辦濟南
講堂，邀請到亞歷斯．阿瓦
德(Rev. Alex Awad)牧師前
來演講「聖地的多元宗教～
談巴勒斯坦基督徒所面對之
挑戰」。與談：老旭暉。
主持：葉先秦。翻譯：盧悅
文。

4.  4/7下午1:00舉行全教會清明
追思禮拜。

5. 4/7下午3:00神學禮拜日-言
論自由日講座。

【中山教會】

1. 3/3第二場主日禮拜中舉行養
育班、雙翼門徒學校、門徒
大學第一、第二學期開學禮
拜。

2.  3/9晚上7:00舉辦幸福小組誓
師大會。目前有14個小組在
進行，樂意為主收割莊稼。

3.  3/10迦拿團契聚會，邀請台
大肝膽腸胃科張為淵醫師主

講「大腸癌面面觀」。

4. 3/31舉行清明節追思禮拜。
5. 4/19（五）19:30受難日紀念
禮拜。

6. 4/21第一場禮拜舉行復活節
讚美禮拜，由聖歌隊獻唱：

哈利路亞!奇妙救主。
7. 5/25 & 6/1(六)親職教養工作
坊-聖經的教養智慧。由林慧
貞師母 (從零歲開始的翻譯
者 )擔任教練。線上報名：
https://bit.ly/2BALUib (5/11
截止)

【台北和平教會】

1. 3/23(六)馬約翰牧師《禱告
──豐盛生命的泉源》新書
分享會

2. 4/13(六)新朋友歡迎會-淡水
馬偕腳蹤

3. 4/19(五)(受難日)聯合禱告會
4. 4/21(日)復活節聯合禮拜暨
清唱劇

5. 5/4(六)-5/5(日)愛穆文化節
6. 5/25(六)下午1:30 保羅書信
與生活應用 陳思豪牧師

7. 5/26(日)和平週日樂饗

【台北東門教會】

1. 4/19受難日聖餐禮拜。
2. 4/21復活節，台語堂、原民
堂聯合禮拜。

3. 5/26禮拜後心靈與服事講座
(一)。

【義光教會】

1. 4/2-6/25每禮拜二上午10:00-
12:00義光社區學苑第四期課
程邀請中醫師主講-中醫養生
保健及每月一堂/肌力訓練。

2. 4/27-28(五-六)於司馬庫斯舉
行舉目向山祈禱會。

3. 4/14(日)婦女團契聚會，邱
牧師分享生命教育繪本與教
育觀點。

4. 4/21(日)松年團契聚會邀請
台灣花藝協會理事長沈張玉
霞老師教學 -復活節花藝設
計。

5. 5/12(日)上午11:30-2:00邀請
陳永興醫師分享花蓮門諾會

事工。

【仁愛教會】

1. 4/19(五)耶穌受難日禁食禮
拜

2. 4/20(六)舉行小組組長訓練
(3/23、3/30)。

3. 4/2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與
聖禮典，下午舉行關懷年長
者家庭聖餐禮拜

4. 5/04(六)長執同工退修會：
石碇營地

5. 5/08(三)松大一日遊～宜蘭
6. 5 / 1 9 (日 )仁愛教會野外禮
拜～綠世界

【安和教會】

1. 4/15~4/18受難週禁食禱告
會， 4 / 1 9 (五 )受難夜禮拜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室，彷彿走進了畫作的世界之中，經歷﹑樂
器﹑兵器﹑自然史﹑古文物﹑產業館等……
欣賞各時期歐洲的藝術與樂器與光采同時，
彷彿可以稍稍看見，上帝的愛充滿在那千年
如一日的歷史之中。

來到譽為「台灣袖珍版亞馬遜河」的四
草綠色隧道，搭上五十人座的大竹筏，進入
看似無盡的隧道盡頭的世界之中；途中聞到
紅樹林裡種種植物散發出的清香、腳下感覺
水在流動；隨著水道的轉彎，紅樹林彷彿從
右邊延伸，從左邊掩蓋而過，這真是上帝美
麗的創造啊！

此行最終站，是台南西海岸的北門嶼教
會 (1959)。曾擔負醫療與傳教的白色教會，

現在也依然繼續負擔醫療的宣教服事。早期
是為烏腳病的病患而設，在孫理蓮牧師娘的
芥菜種會，謝緯醫師與王金河醫師與謝緯醫
師共同在此服事，幫助病患提供醫療與信仰
上的建造。今天，教會與同為教會肢體的佳
里奇美醫院周偉倪院長，繼續醫療服事。願
上帝紀念與賜福。

每一個教會都有其地域性的特殊性，
按著上帝所賜百般的恩賜，相互服事。想想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牧區與禾場，我們能為上
帝做甚麼？牧者、長執同工要如何配搭服事
呢？今年 10/25-26，我們將到中部教會參
訪，期待各教會一起乘著聖靈的風與主同
行，願上帝賜福。(長執觀摩之旅詳細報導
全文請參閱七星中會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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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內湖教會】

1. 3/24（日）舉行一年一度追
思禮拜。

2. 3/30（六）聖歌隊與主日學
聯合舉行苗栗一日之旅，當
天行程安排有「採草莓趣、
參觀雅聞香草植物工廠和手
作藍染」。

3. 3/30（六）松年團契前往烏
來靈修一日遊。

4. 3 / 3 1（日）舉行教會培靈
會，邀請許榮豐牧師。

5. 4/14 (日)婦女團契聚會，認
識聖經中的女人（底波拉、

雅億）

6. 4/20（六）配合小百合幼兒
園園遊會，協助義賣。當天
發送彩蛋和福音單張。

7. 4/21(日)舉行復活節感恩禮
拜。

【東湖教會】

1. 4/19 19:30舉行受難日禮拜。
2. 4/21復活節舉行感恩禮拜與
聖禮典。 

3. 5/19舉行本會創立33週年感
恩禮拜。

【金陵教會】

4. 4/21(日)上午10:00舉行婦活
節讚美禮拜，下午2:30-5:30
將於松山新城中央文藝步道
舉行「復活節福音活動」，
本年度主題——聖靈果子。

5. 5/19(日)舉行野外禮拜。
6. 6/30(日)下午2:00於本會舉行
四項外展事工聯合成果展，
主題「回饗」。豐富又精彩
的內容將由金陵小提琴班、
金陵畫室、舞蹈戲劇班、金
陵弦樂團學員和教師們聯合
來呈現，邀請您前來觀賞與
聆聽。

北四區區會消息

1. 星中北四區--南港、錫安、
成德、中研、南園等教會於

4月19日(五)晚上舉行受難日
聯合禮拜，歡迎參加。

【南港教會】

1. 本教會接納許榮豐牧師於本
會牧會至2019年7月31日並
辦理盡程退休。

2. 恭喜本會黃國通傳道師於
2019年1月14日星中會議中
取得牧師資格檢定，小會決
議聘請黃國通傳道師為本會
第十任牧師，並擇期召開會

員和會辦理監選。

3. 本會華語禮拜於每月第一週
週六下午3:00-4:00，歡迎青
少年朋友與習慣華語兄姊參

加。

4. 本會於4月21日主日舉行復
活節讚美禮拜與聖禮典。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4/2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聖
禮典

2. 5/26(日)春季會外禮拜

【城東教會】

1. 4/19(五)耶穌受難日禮拜
2. 4/2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
3. 5/18~19(六、日)城東教會設
教四十週年野外禮拜～大板
根。

【台北大安教會】

1. 4/15-4/19將舉行受難週祈禱
會；4/18(四)最後晚餐聖餐
禮拜；4/21(日)復活節，由
聖歌隊主領讚美禮拜。

2. 謹訂5/5日（主日）下午2:00
舉行設教60週年慶典感恩禮
拜，並於晚間在台北國賓飯
店舉辦慶祝晚宴。

【南崁大安教會】

1. 4/10(三)愛加倍長青成長學
園正式開課，內容：陶笛、
英日語、手工、點心製作、
體適能、社會新知、手風琴
⋯⋯

2. 4/19(五)晚上8:00受難節聖餐

禮拜

3. 4/21(日)復活節讚美禮拜

【六張犁教會

1. 4/19(五)受難日特別禮拜
2. 4/21(日)復活節感恩禮拜

【古亭教會】

1. 成人主日學3月、4月成主主
題：政治與經濟

2. 3/3楊雅惠教授－美中貿易戰
3. 3 /10  楊士慧主任－另類公
投－ivoting

4. 3/17 林昶佐委員－從音樂到
政治之路

5. 3/24 范琪斐小姐－我可以不
要看國際新聞嗎？

6. 3/31 廖世傑大使－宗教信仰
與國際政治

7. 4/14 黃瀞瑩小姐－認識網路
的網路

8. 4/21 陳志銘副秘書長－地方
財政惡化之警訊

9. 週六 舉辦誰來晚餐PM6:00 + 
專題演講PM7:30

10. 3/16 專講：【成長】 陳思豪 
牧師

11. 3/30 專講：【交換人生大冒
險 】朱蕙蓉 執事

12. 4/20 專講：【與人同行三部
曲III，悲傷關懷】胡瑞芝老
師

【台北公舘教會】

1. 3/3~6/30共十二次在主日禮
拜使用「我家生命樹」課
程，第一場禮拜後舉行主日
學家長愛家小組，分享講道
內容。

2. 4/19(五)受難日聖餐禮拜
3. 4/21(日)復活節感恩禮拜舉
行聖餐與洗禮。

【深坑教會】

1. 3/16~6/8第一期打擊樂器才
藝班

2. 4/19(五)受難禮拜
3. 4/21(日)復活節感恩見證音
樂禮拜

【林口大安教會】

1. 4/19(五)耶穌受難日禮拜
2. 4/21(日)復活節感恩與聖禮
典聯合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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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蘭陽區會消息

1. 3/17(日)舉辦蘭陽區信徒造
就會，地點 :蘭陽教會。講
師:陳益慧博士，題目:「如
何讀新約」。

2. 3/18(一)上午09:30-11:30於小
牧人民宿舉辦蘭陽區牧者造
就會。

3. 3/26(二)上午9:30於礁溪教會
召開蘭陽區會第二次會議。

4. 3/31(日) 15:00-17:00於羅東
教會舉辦「鄭錦榮牧師聖樂
譯作觀摩研習會」。

5. 4/19(五)晚上19:30於五結教
會舉辦蘭陽區基督受難聯合
聖餐禮拜。

【宜蘭教會】

1. 本教會電梯汰舊更新，將

於 3/13(三)開始施工，預定 
4/20(六)完工，施工期間主
日第一場台語  禮拜將改於
『葡萄園』舉行，第二場國
語禮 拜照常於 5 樓禮拜堂舉
行。

2. 3/31(日)上午聯合禮拜，舉
行歷代親人追思禮拜。

3. 『認識真理講座』－ 3/16、
3/17陳益慧博士：你在尋找
甚麼？

【羅東教會】

1. 長笛班已開始上課，時間：
每禮拜三7:00- 8:30，整學期
工本費300元。

2. 松年大學訂3/6（三）開學。
3. 媽媽成長讀書會3/16起每月
第三週週四.六上午9:30，閱

讀書籍-小老百姓的神學。
4. 弟兄讀書會3 / 1 2起每月第
二、四個星期二晚上。

5. 五結建堂4,500萬元，已付款
3,688萬元，請關心奉獻。建
堂基金：2,647萬元。貸款
726萬元。

【三星教會】

1. 本會3月7日簽署增建社區教
育館及教堂修繕工程承攬契
約同意書，經費尚不足900
萬元邀請弟兄姊妹共同關心
奉獻。

【冬山教會】

1. 本會訂於5/11(六)早上10點
舉行王永恩傳道師封立牧師
暨就任教育牧師受職感恩禮
拜。

基隆區會消息

1. 3/13日上午10:00在百福教會
舉行基隆區牧傳會。

2. 4/19(五)晚上8:00在基隆教
會舉行基隆區受難日聯合禮
拜。

【基隆教會】

1. 2/17-5/19舉行「安得烈領人
信主行動」，教會將安排時
間進行探訪，為主得人。

2. 本會青年牧區退修會於2/28-
3/1(四-五)，在金山海灣溫泉

會館舉辦。

3. 2019上半年度「幸福小組」
於三月份（第四週）全面啟
動。

4. 本會與基隆地區眾教會共築
禱告城牆，參與基隆地區
247禱告城牆事工，呼召有
負擔的兄姊加入。

5. 4/20(六)晚上，舉辦「醫治
佈道餐會」。

6. 四月第三主日為「復活節聯
合讚美禮拜」，並舉行聖禮

典及愛餐。

【正濱教會】

1.  正濱社區成長班春季班(春染
布花女工坊)四月開課

1. 3 / 1 7日舉行第1 4任長執就
任。頒贈授狀王秋微長老為
名譽長老。

2.  4/7日 舉辦第一次長執訓練
會，主題『雁群齊飛──建
造健康的領袖團隊』。

3. 4/21主日「復活節讚美禮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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