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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聽過有人這樣說：「上帝創造
萬有、擁有一切，所以，我們根本不需要奉
獻！」似乎聽起來有道理，但是卻背離聖經
真理的教導，因為神的愛與恩典，使我們願
意向神表明愛的回應。就如同創世記中有關
該隱與亞伯獻祭的故事（4:3-5），該隱拿
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神，亞伯將他羊群中
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然而，神看中了亞
伯和他的供物，這就是亞伯對神的信心與愛
慕。

一則文章～奉獻的真意（摘自考門夫人
之《奔向日出》）

某個禮拜四的上午，派克博士在登普市
講道。手裡拿著裝滿野花的小花瓶。他說：
「這些花是一個小孩，昨天在迪帆郡小巷採
來送我的。在生活上，我需要這些花嗎？不
用！我願意接受這些花嗎？當然願意，一千
個願意！上帝需要我們的服事嗎？不需要！
但祂願意接受我們的服事嗎？當然願意，就
像父母渴望兒女的愛一樣；又像人得到別人
所送的花一樣高興。」

羅馬書12:1「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
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很感謝神，在我們歷代的信仰
前輩們，就是甘心樂意獻上自己的時間、財
富、恩賜給主，一生愛主、樹立佳美典範。
因此現在的我們，也相互激勵警惕，明白奉
獻的真義。

感恩回應、善用託付
從馬太福音25:14-30按才幹接受託付的

比喻，我們看見幾個重要啟示～

▲才幹、恩賜，是神的賞賜；

▲盡自己所能，是感恩的回應；

▲發揮神所賜恩賜，是善盡託付。

量力而為、甘心樂意
文章～什一奉獻（引自每日新眼光

2006.6.1）
有一位傳教士到貧窮偏遠的外地講道，

講完道準備回家。他身上所剩的錢不多，只
有剛剛講道時教會給他的一點謝禮。他曉
得，如果他把講道謝禮的十分之一捐出來，
那麼回程的旅費可能不夠；不過，他仍甘心
樂意奉獻十分之一給上帝，然後開車上路。

傳教士知道車子很快就會沒油了，因此
不住禱告，求上帝供應。當他行經一間加油
站時，車子的油箱剛好就要見底，於是他把
車子開進加油站。傳教士一邊數著口袋裡僅
剩的一點點錢，一邊請加油站老闆為他的車
子加油。老闆將加油管放入傳教士車子的加
油口後，就開始幫忙擦起玻璃。從車子玻璃
望去，剛好看到車子的前座放著一本聖經。

當汽油不斷注入車子的油箱時，傳教
士開始緊張地說：「我看該停了，我只有這
點錢，多了我沒辦法付。」老闆回答說：
「好。」但並沒有立即停止加油的動作，一
直到油箱滿了才停手。

加完油之後，老闆特別領傳士到休息
室，並從高架子上拿出一個舊便當盒。他
說：「你大概是一位傳教士吧！」傳教士點
頭說是，並跟他說明他為什麼錢不夠。老闆
說：「我看到你前座有本聖經，所以我想你
是位傳教士。我是位基督徒，在這附近並沒
有任何教會，我只好將什一奉獻的錢先放在
這裡，這是屬於上帝的錢，我祈求上主讓我
知道該捐到哪裡去。你瞧！上帝真的把你帶

／陳天來牧師甘心獻予主



來了。」說著，他將便當盒裡的鈔票交到傳

教士的手中說：這些應該夠你順利回到家

了。

哥林多後書9:7-11「7各人要隨本心所酌
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

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8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

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
多行各樣善事。9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
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10那賜種給
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
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11叫你
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
感謝歸於上帝。」

【獻聘、續聘】
1.  榮星教會聘請許夏賓傳道師為教育牧師，任
期2019年4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符明勝牧
師同。

2. 冬山教會聘請王永恩傳道師為教育牧師，任
期2019年5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鄭忠仁牧
師同。

3. 七堵教會聘請李旻諺牧師為第9任牧師，任
期2019年3月10日起至2023年3月9日止，
共4年。

【關懷牧者異動】
①. 永安教會陳偉立傳道師於2019年1月31日離
職。

議事：
一.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張軒愷牧
師、鄭穹翔長老、謝英智長老擔任安樂教
會特會員，於2019年5月19日主持主持林
信明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二. 同意接納梁重光牧師於2019年02月19日
退休盡程退休，協助梁牧師完成申請手續
並轉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三. 同意接納許榮豐牧師於2019年07月31日
退休盡程退休，協助許牧師完成申請手續
並轉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四.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蔡維倫牧
師、張宏德長老、柯榮貴長老擔任榮星教
會特會員，於2019年4月28日(日)主持許
夏賓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禮拜
特會。

五. 推派陳天來牧師、楊啟仁牧師、王榮信牧
師、柯榮貴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冬山教
會特會員，於2019年5月11日(六)主持王
永恩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教育牧師特會。

六. 推派陳天來牧師、卓志傑牧師、沈俊成牧
師、邱漢昇長老、鄭穹翔長老擔任七堵教
會特會員，於2019年4月7日(日)主持李旻
諺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教育牧師特會。

七. 推派陳天來牧師、卓志傑牧師、張軒愷牧
師、許莎莉長老、李致霖長老、鄭穹翔長
老，於3月28(四)出席總會第63屆法案討
論會。

八.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卓志傑牧
師、蔡維倫牧師、張軒愷牧師、林萬賀
長老、陳兩國長老、柯榮貴長老牧師、林
萬賀長老、楊勝榮牧師、陳家聲長老，
出席6月21日(五)「2019年國家祈禱早餐
會」。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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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麟弟兄等2名。

一〇. 討論並回復大安教會「選舉規則」第二章
第12條第三款「領薪」之定義，解釋：領
取每月固定支付金額即為領薪。

一一. 推派楊啟仁牧師，與性別公義部所推舉之
委員-張軒愷牧師（召）、許雅婷牧師(勵
馨基金會靈性關懷師)、郭士賢老師(前文
化大學心理系教授，瑞芳教會)、王守珍老
師(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監事，濟南教會)、
朱淑芳社工師(台北市家暴中心社工師，基
隆教會)，共同組成本年度「性騷擾申訴
處理委員會」。往後中會任命書將銓衡副
議長為「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當然委
員。

一二. 同意星中校園事工部報備於2019年3月7
日、6月13日、11月7日邀請新店行道會蔡
易尊牧師主理專題分享。

一三. 同意南園教會報備於2019年3月29日至3
月30日靈修培靈營會邀請非本宗講員校園
團契前總幹事王文衍牧師主理。

一四. 同意信義教會報備於2019年3月16日松青
團契邀請非本宗講員天主教谷寒松神父主
理。

一五. 推派陳天來牧師、楊啟仁牧師、沈俊成牧
師、胡燕妮長老與普世小組蔡維倫牧師成
小組，辦理接待夥伴中會出席中會議會行
程安排事宜，下次中委會回復報告。

【獻聘】

4. 馬偕醫院續聘陳景松牧師為機構牧師，任期

2019年7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日。

5. 馬偕醫院續聘吳淑慧牧師為機構牧師，任期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3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4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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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牧者異動】
③. 台中中會移轉牧師林耀星牧師籍至本中會。

議事：
一. 討論第68屆第3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案。
二. 因濟南教會擔任圓山教會之母會至2019年

4月底截止，自2019年5月起改請雙連教
會擔任圓山教會之母會，同意接納改推派

雙連教會楊新造牧師擔任圓山教會小會議

長，自2019年5月1日起，行文通知雙連及
圓山教會。

三. 因主任牧師林信明牧師於2019年5月10日
屆齡退休，同意接納安樂教會團隊牧者總

辭，並關懷牧師施佳僼牧師得小會予以留

任至聘主任牧師止。

四. 請女子神學院先行文給北部大會，而後北
大再行文給本中會申請派員監選，推派黃

春生牧師、胡燕妮長老擔任台灣女子神學

院監選委員，於2019年6月3日舉行監選聘
請莊淑珍牧師為機構牧師。

五. 同意接納小型教會申請事工補助案，2019
年度補助總計：40萬元。

六. 同意接納部會事工補助款案，2019年度補
助總計：180.1萬元。

七. 同意接納礁溪教會建堂募款案，自2019年
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為期兩年向中會
內各教會募款，提案第68屆第3次中會議
會議案討論。

八. 同意接納礁溪教會依「七星中會建堂互助
金辦法」借款，託建堂互助金管理委員會
審查借款金額相關事宜，並轉送七星中會
財團法人辦理。

九. 同意接納許弘恩牧師於2019年6月30日離
任及請辭公職，並向傳福會申領積存之
個別積立金，轉送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
理。

一〇. 同意接納戴乃臣牧師於2019年5月31日離
任及請辭公職，並向傳福會申領積存之
個別積立金，轉送傳福會、傳道委員會辦
理。

一一. 推派張軒愷牧師、謝英智長老擔任西湖教
會監交委員，於2019年5月31日前辦理監
交事宜。推派戴晉奉牧師自2019年6月1日
起擔任西湖教會小會議長。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5次中委會議錄

2019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
6. 蘭陽教會聘請林耀星牧師為第4任牧師，任
期2019年5月1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止，
共4年。

【關懷牧者異動】
②. 台中中會移轉廖鴻榮牧師籍至本中會。

議事：
一. 同意追認接納應屆傳道師申請案，託傳道
部辦理2019年應屆傳道師申請相關事宜

二. 同意接納教會申請4名應屆傳道師，轉送
總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三. 同意接納本宗退休牧師任職報備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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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牧者陳宇光牧師前往夏威夷協助牧
會。

6. 退休牧者溫宏欣牧師前往紐西蘭協助牧
會。

7. 退休牧者黃顯光牧師前往更新協會服事。
四. 推派楊啟仁牧師、蔡維倫牧師、沈俊成牧
師、張宏德長老，出席7月20日9:30於雙
連教會舉辦之本宗神學院道碩報考生「人

格測驗」暨「服事輔導」說明會

五. 同意接納6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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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推派陳賢豪牧師、林萬賀長老擔任中崙教
會續聘監選委員，佇2019年6月2日(主日)
上午10:00主日禮拜舉行監選羅興隆牧師
續聘之會員和會

七. 推派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王榮信牧
師、柯榮貴長老、胡燕妮長老擔任蘭陽教

會特會員，於2019年6月9日主持林耀星牧
師就任第4牧師授職禮拜。向台中中會申
請辦理移轉林耀星牧師之牧師籍

八. 不同意辦理劉伯恩長老戒規，回函總會常
置委員會。請總會尊重中會治會之精神。

並應該給中會及相關人員之調查報告，得

以當面說明及上訴之機會。總會所派之馬

偕醫院調查小組，應有本中會之代表在內

方為公允。

九. 推派李美意牧師、鄭穹翔長老擔任安樂教
會監交委員，於2019年5月11日前辦理監
交事宜。推派周宜忠牧師擔任安樂教會小

會議長，自2019年5月11日起。
一〇. 討論修改幹部選舉辦法
一一. 託星中財務部辦理調整吳興教會2019年中

會負擔金並回覆吳興教會。

一二. 同意台北公舘教會報備於2019年7月6日至
7日邀請非本宗講員新店行道會張茂松牧
師主理全教會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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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台東初鹿長老教會，是個好
山、好水、好陽光的地方。父親葉茂男牧
師是長老教會的退休牧師，在彰化中會盡
程退休後曾至巴西【慕道―恩典】教會牧
會（2004-2008年）。感謝上主的恩典與
保守，2005年得七星中會吳興長老教會

新任牧者介紹
城東教會  葉榮生牧師

一二. 同意接納發函所屬台北區各教會請各小區
所屬教會婦女團契參照「基隆區、蘭陽區
婦女聯誼會各區區長輪值方式」推派各區
區長。

一三. 同意基隆教會報備於2019年9月22日邀請
非本宗講員基隆教會胡發宗牧師擔任「主
日禮拜」講員。

一四. 討論應屆傳道師第二次申請，同意接納教
會、機構申請應屆傳道師

一五. 討論教會印鑑、負責人登記案，針對教會

統編負責人、財務負責人、印鑑公印持有

人解釋說明澄清事宜，請財團法人和財務

部會同辦理，並各教會加以說明解釋。

一六. 平安基金會所屬基督教平安園管理委員會
委員：星中代表一名，為星中財團法人董

事長林榮任牧師擔任第十屆委員，任期自

2019年5月8日起至2022年5月7日止，一
任3年。

一七. 安樂教會小會議長原派周宜忠牧師，因故
改派沈俊成牧師擔任。

每一種信仰都有其禱告的方式，先用
獻祭的概念把禮物獻上，然後為日常瑣事祈
求，如健康、食物、雨水及各樣需要等。但
對我們基督徒來說，禱告是一種很自然的生
活方式。話雖如此，要相信「禱告」會蒙應
允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為什麼上帝會回應人的禱告呢？上帝會
回應人的禱告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在基督
裡」的關係。當人願意悔改歸回上帝，並樂
意順從祂的話語，這樣的人生就是一種上帝
引導的人生！憑著信心的禱告，就是一種從
人的需要把當下的問題來到上帝面前來的過
程。

基隆教會本年度禱告醫治特會，已於
4/20順利完成，這次聚會共 97人參加。接
受禱告醫治的人數有 16位，其中有 4位朋
友上台作見證，講述上帝奇妙的大能，特會
後追蹤的結果分享如下：

A本來是一位充滿負面想法的姐妹，當
天參加聚會前她的身體感到非常不適，甚至
不能進食，全程戴上口罩，面無表情，過程
中她接受。但聚會結束後同行友人以簡訊說：
「A姐妹聚會出來後很開心的吃喝了，其實
她晚上去教會時都沒有胃口吃，真的謝謝教
會的愛心與幫助！」；隔天又接到簡訊說：「G
姐妹跟我說她開始在讀《馬太福音》以及當
天聚會收到的卡片，她開始變得不一樣了」。

B姐妹說：「我請主帶領前方道路。我
不知道主希望我在哪裏。昨晚醫治後，有覺
得整個人不一樣，但是不知道是否會持續。
感謝主。」

C姐妹說：「今天有一種從沒有過的感
覺，所以不知道如何形容。也許是醫治後的
感覺。」「我其實昨晚搭車時就不舒服，整
個聚會翻來翻去，但回來後有舒緩」，「還
有，我這週腰好很多，上週六坐立難安，這
週痛的次數很少。」

D姐妹是一位長期服用憂鬱症及自律
神經藥的病人，每天都會覺得全身筋骨不舒
服。隔天早晨 D姐妹傳 LINE說：「參加星
期六的醫治特會後，今天早上 7點起床，覺
得全身很輕盈，很舒服，我覺得主已經開始
在醫治我了，感謝主。」

《路加福音》十八 35~42記載說：「耶
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
討飯。聽見許多人經過，就問是甚麼事。他
們告訴他，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他就呼叫
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吧！』在
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
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耶
穌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到了跟前，就問
他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他說：『主啊，
我要能看見。』 耶穌說：『你可以看見！你
的信救了你了。』」

信徒的呼求
基隆教會 卓志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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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包里教會  陳慕恩傳道一百四十年來的福音腳蹤

與日本千葉長老教會推薦，就讀神學院。
提摩太前書四章 12節：不可叫人小看

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做信徒的榜樣。當保羅這麼勉勵
提摩太的時候，喚起許多青年投身宣教的熱
情。但是，現實的生活中，大家都問『這麼
年輕就當傳道人好嗎？人生的歷練會不會太
少了？』牧者，應該經過許多挫折，才能與
主同背十字架？！事實上蒙召這件事，當我
們看主耶穌與跟隨者那些漁夫跟著木匠做的
事，不是顯明了上帝國的奧秘嗎？蒙召與年
齡無直接的關係！蒙召是當我們委身將生命
獻給主，能持續做信徒的榜樣，忠心服事上
主才變得真實。所以，期許大家也要將人生
最有體力、記憶力、辦事能力、學習力最強
的時光獻給主。

2008年台灣神學院畢業後，前往壽山
中會甲圍教會擔任傳道師。果然，在高雄樸
實的牧會生活中，上主一步一步教導我學習
建造主的家。漸漸地理解父親牧會時如何將
承受的擔子交託給主耶穌？如何在復活的主
重新得力。2011年，上主領我到台北中會

大橋教會，這是個很有歷史、很有挑戰的地
方。教會座落於台北橋下的舊社區，鄰舍受
都更的限制環境遲遲無法改善並發展，一方
面保有舊社區的樣貌，另一方面宮廟也密集
地設立。但上主設立教會分別上帝的子民，
帶來祝福。這七年多的服事，上主賜福我們
設立了課後照護班與老人據點，教會與社區
拉近了距離並共同體會上帝國的恩典。相信
感恩的心已結成屬靈的果子，就等候工人去
收割了！

2019年，上主領我回到七星中會，上
主的道路真是難以測度，從台北市西區前往
東區絕對是不同的禾場。城東教會正邁設教
四十週年以及新的宣教事工―台北市老人活
動據點 4.0。教會應把握與上帝國相關的行
動，這是值得付出的目標。面對高齡化社會，
長老教會應參與在愛與關懷的行動中，代表
教會與社區真正的站一起思考「如何面對眼
前的困境？」。深信城東教會的同工，將與
我越來越堅定地一起跟隨耶穌基督的腳步。
願上主賜福七星中會也賜福城東教會，常常
結出聖靈的果子，有喜樂、平安與我們同在。
阿們！

1873年 3月 7日，那日下著雨，馬偕
牧師帶著學生從五股坑（今五股）、洲裡
（今蘆洲）沿北路來到金包里佈道，建造金
包里地區的宣教里程碑。其後，馬偕牧師帶
著學生旅行佈道時，多次來到金包里。直到
1879年 4月 28日，這個旅行佈道的中途站，
有了新的藍圖。馬偕牧師與初代受洗禮的五
名學生之一的林孽（原職為木匠，跟隨馬偕
牧師學習道理，後被改名為林輝成）再次回
到金包里，而這次，馬偕牧師買了一間小屋
做為禮拜之用。當地百姓開始騷動、製造緊
張關係，也致使原屋主夜半來哭喊，央求馬
偕牧師離開。雖身處這樣緊張關係之中，馬
偕牧師為著基督緣故，堅決繼續宣教工作，
更留下勇敢的傳道師林孽建造上帝的禮拜
堂。1879年 7月 17日，馬偕牧師與偕牧師
娘、曼醫師，夜宿在金包里禮拜堂那日，寫
信報告情況給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委員
會主席麥威廉牧師，也在信尾請求代禱：「請
為金包里禱告，期使罪人們能速速前來相信
耶穌。」由此可感受到馬偕牧師關心每一塊
土地，與對福音的迫切渴望。

一四○年以來，金包里教會經歷許多信
心的磨練。回顧金包里教會歷史總有驚濤駭
浪之感觸，每一個困境皆像是《馬可福音》
四章那般的暴風雨將要吞滅金包里教會這艘
船。經文中的「忽然」是無人可以預料，因

此在困境中，更應該見到耶穌學生所必須凝
聚的信心；然而，更是需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那魔鬼的吞吃。教會歷史告訴我們先輩的
福音腳蹤，因為「我認救主無驚見誚」，一
路吟唱。金包里教會──馬偕牧師於北台灣
所設立的第二十間教會，所肩負的是先輩對
福音廣傳的熱心，面對困境挑戰時不屈的信
心，以及對這塊土地的愛心。也願主內教會
同心為金包里教會祈禱，期使金包里教會在
遍地的黑暗中勇敢站穩，繼續為主基督點著
燈臺上的福音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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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雙連教會】

1.  2019台北囡仔台語夏令營
內容：拼音、歌唱、童玩、

戲劇、朗讀、生態講
說等

對象：升國小一年級到國小
六年級

時間：7 / 2 3 (二 ) - 7 / 2 6 (五 ) 
8:45-16:30

費用：每人1 5 0 0元【含講
義、材料、午餐、點
心、保險】

2.  快樂假日～最佳拍檔 【夏季
學校】

時間： 7 / 2 9 (一 ) - 8 / 2 (五 ) 
13:30-17:00

成果展：8/2(五) 19:00-20:30
對象：年滿4歲～六年級
費用：課程費用由教會補助

【濟南教會】

1.  5/5青年主日聯合禮拜。
2. 5/5神學禮拜日主題：《尋租
中國》談中國經濟真相。主
講：吳介民教授。與談：王
道一教授。主持：陳文珊老
師。

3. 5/12母親節聯合禮拜，禮拜
後舉行「奉獻珍愛」改建義
賣會。

4. 5/19青年牧區聯合聚會，邀
請馬偕協談中心盧怡蒨心理
師於心情電影院分享，主題
「隱藏的大明星」。

5. 5/21台灣教會歷史講座：主
題：追求「臺灣人本位」的
教育～從1920年代臺南長老

教中學談起。主講：駒込武
(京都大學研究科教授)。與
談：吳叡人、  吳豪人。主
持：許佩賢。

6. 6/15福音餐會，主題：看見
恩典。時間：6/15 晚上6:00
用餐/晚會。地點：濟南教會
教育中心二樓。邀請張潔神
學生、張智明長老父女來分
享，邀請您一起來看見上帝
的恩典！ 

7. 7. 7/2-252019 eSpa 生活營，
邀請蘇絢慧、林永頌、施淑
貞、林東生、黃乙白、黃柏
威、蔡易儒、賴友梅等八位
專業講師與青年分享情感、
愛與生命。歡迎高中至社青
報名參加。

【中山教會】

1. 5 / 1 2慶祝母親節，婦女團
契、兒童主日學、社區婦女
合唱團於第一場主日禮拜中
獻詩；贈送每一位母親蛋糕
乙盒。

2. 5/18舉辦名人講座，邀請趙
亮弟兄（台灣撈王鍋物料理
的軍師）分享：「愛照亮我
家」。趙亮弟兄感謝上帝在
2012年讓他受到嚴重打擊，
否則他自己不會低下「驕
傲」的頭。「生命的改變，
是最大的神蹟！」被聖靈充
滿後，就是被「愛」充滿，
讓我們有能力去愛與饒恕那
不可愛的人。

3. 5 / 1 9迦拿團契邀請蔡茂堂
牧師主講：「鬼附與精神
病」。

4. 5/26福音主日，邀請林和成
宣教師見證分享：「你的生
命可以由黑轉白」。

5. 5 /25、6/1(六 )9：30-15：
3 0，邀請林慧貞師母主講
「聖經的教養智慧」。

6. 兒童詩班每個禮拜天11：
40~13：30於教育館1F，由
林欣慈傳道與老師團隊帶領
「多元智能音樂合唱」，內
容包括詩歌唱跳、基礎音
樂、說故事及遊戲等，免收
費。

7. 7 /1-5舉辦兒童音樂營「音
樂抱可夢」，(7/4至頭城農
場出遊，7/5下午成果發表
會)。

8. 7/8-12於失親兒基金會利澤
簡活動中心舉辦第六屆青年
營「全新世代」，歡迎國一
以上學生報名參加（就讀或
居住在台北、新北、桃園地
區），報名費2,500元，5月
31日之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
2,000元。

9. 8/6-8於失親兒基金會利澤簡
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兒童營
「新造的人」，歡迎小一~
小六學童報名參加，報名費
1,700元，6月30日之前報名
可享早鳥優惠1,200元。

【民生教會】

1. 5/12母親節主日禮拜，中午
愛餐,13:00~14:00社區兒童鋼
琴才藝表演。

2. 5/26舉辨苗栗梧桐花野外禮
拜。

台北和平教會

1. 6/01(六)同工分享會-參訪獅
潭教會

2. 6/10(一)台大愛心晚會
3. 6/11(二)關懷站結業式
4. 6/15(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5. 6 /23(日 )下午2點週日樂響
Women Power獨唱‧小提琴
獨奏會

6. 7/02(二)-06(六)青田社區兒
童營

7. 7/06(六)裝備部講座-職場與
侍奉孫愛光教授

8. 7/20(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9. 7/22(二)-26(六)金華國中服
務隊(花蓮)

台北東門教會

1. 6/2荊棘團契查經分享，楊台
鴻長老主理。

2. 6/5姊妹團契「靈命日糧」分
享與愛餐。

3. 6 /15-6 /16家庭團契舉辦旅

遊，地點：武陵農場。

4. 6/16召開事工協調會。
5. 6/23 Apple, Google, Facebook 
總部參訪遊記，主講：黃柏
威＆林后淳夫婦。

6. 6/23姊妹團契例會，邀請廖
弘源長老專講，題目：人工
智慧的產業運用及帶來的社
會貢獻。

7. 6/30「疼厝邊」系列講座，
邀請李崗談台灣歷史的影像
化。

8. 7/1—7/6每天下午暑期兒童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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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教會】

1. 5/18（六）婦女團契主辦前
往慈湖、三峽一日遊。

2. 5 / 1 9（日）玉山神學院主
日，鄭英兒牧師前來證道，
並於禮拜後會友造就「信仰
教制與法規研習會」。

3. 5/26（日）松年團契前往大
安森林公園半日遊。

4. 6/15-16 聖歌隊前往高雄文山
教會參加廖志偉牧師就任禮
拜，並參與獻詩。

5. 6/23（日）下午婦女團契聚

會，邀請林信男醫師專題演
講。

【金陵教會】

1. 6/30下午2點舉行外展事工連
合發表會合發表會，會中邀
請老師們進行教學和信仰分
享，期盼可以和各項外展事
工的學員和家人有更多的連
結。

2. 7/8-12每天上午8:30-16:00，
自辦暑期VBS兒童營會，懇
求聖靈加添每一位服事同工
力量，更賞賜每一個小朋友
渴慕認識耶穌基督的心。

【東湖教會】

1. 5/19（日）舉行本堂創立33
週年感恩禮拜。

2. 6/16（日）下午一點舉行上
半年事工研討會。

3. 7/5-7 舉辦青少年夏令營。
「是誰佇在深海的大鯨魚肚

子裡」，邀請對象升小六-生
國二。活動包含體驗教育、

闖關遊戲、詩歌、小組分

享。學習團隊合作、良好品

格與認識自我的價值，更透

過活動認識上帝的話語。

北三區 >> 消息 >>
周淑玲 牧師

少年營，主題：愛是生命的
契機。

義光教會

1. 6 /2舉行今年度第三次聖禮
典。

2. 6/18(二)義光社區學苑第四
期課程結業並舉行聯歡活
動。

3. 6/28(五)上午11:00舉行台語
讀經查經班期末座談。

4. 六月份起，第四主日(6/23)
舉行白話字課程。

5. 7/7(日)邀請美國林皙陽牧師
主持培靈講座，主題/聖詩。

仁愛教會

1. 6/14(五)10:00仁愛教會松年
大學結業感恩禮拜暨動態成
果表演。

2. 7/5~6(五~日)於教育館舉辦
兒童夏令營。

3. 7 /7 (日 )仁愛教會設教48週
年，邀請伊甸基金會喜樂合
唱團詩歌見證。

安和教會

1. 6/1(六)下午02:30~05:30動物
方程式～尋找大安小飛俠-鳳
頭蒼鷹(親子活動)

2. 6/2(日)第4次聖禮典
3. 6/16(日)香柏樹音樂福音主
日

4. 4.7/3~7(三-日)09:00~05:00
安和兒童夏令營『動物方程
式』

城東教會

1. 6/23(日)TKC青年主日
2. 7/3-7/7(三-日)協辦安和教會
兒童夏令營『動物方程式』

台北大安教會

1. 6/9(日)上午10：30舉行本會
松年大學畢業及結業禮拜，
並有學生作品展覽。

2. 6/11(二)上午10：00「預防
與延緩失能計畫」課程開
課。每週二上課共計12堂。

南崁大安教會

1. 6/2(日)舉行福音主日，會中
特別邀請貢寮國際海洋音樂
祭冠軍張頡，在第一場、第
二場禮拜透過音樂來分享她
生命的見證。

2. 6/15(六)上午9：30分在本會
一樓教育館舉行『教會長執
同工訓練會』。

台北公舘教會

1. 6/2(日)下午1:30-15:30在萬隆
沙勿略天主堂舉行合一禱告
會，歡迎一同參加。

2. 6/9(日)上午主日禮拜中舉行
松年大學畢業典禮。

3. 6/16(日)公館教會聯誼在苗
栗公館教會舉行，有屏東公
館、苗栗公館、台北公舘三
間教會共同參與。

4. 7/6-7/7(六日)在新竹聖經學
院舉辦全教會靈修會，邀請
新店行道會張茂松牧師來培
靈分享。

深坑教會

1. 6/23(日)聖禮典
2. 7/31~8/2(三-五)兒童夏令營

林口大安教會

1. 6/19(三)婦女團契舉辦精心
時刻時間。

2. 6/01(六)暑期兒童營第一次
籌備會開會。

3. 6/22(六)暑期兒童營第二次
籌備會開會。

4. 7/24(三)社區成人舞蹈班精
心時刻時間。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南港教會】

1. 本會訂於2019年5月5日(日)
主日禮拜後召開臨時會員和

會，辦理監選黃國通傳道師

封牧為本會第十任牧師。

2. 本會於5月12日主日舉行母
親節、青少年主日、親子禮

拜，邀請青少年團契參與主

日事奉及慰勞母親的辛勞。

3. 本會訂於2019年7月28日下
午3:00假本會禮拜堂舉行黃

國通傳道師封牧就任第十任

牧師授職暨許榮豐牧師盡程

退休感恩禮拜。

4. 本會華語禮拜於每月第一週
週六下午3:00-4:00，歡迎青
少年與習慣華語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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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牧師

蘭陽區會消息

1. 6/4(二)上午9:30於冬山教會
召開蘭陽區會第三次會議

2. 6/4(二)上午11:00與蘭陽區退
休牧者夫婦舉辦聯誼活動，
地點:冬山教會。

3. 6/9(日)下午15:00蘭陽教會舉
行林耀星牧師就任受職感恩
禮拜。

4. 蘭陽區青年培訓營，時間：
7/9(二) -7/11(四)；地點:四結
教會。

5. 蘭陽區兒童營 S U M M E R 
M E B I G  C A M P，時間：
7/11(四)-13(六)、對象：小

一到小六、地點:羅東教會、
活動費用每人100元。報名
箱:chihling65@yahoo.com.tw

【宜蘭教會】

1. 本會訂 6/7~8（五、六）端
午連續假期於『白宮行館』
(新北市萬里區 )舉行『長
執、領袖同工退修會』。

2. 6/15(六)15:00-17:00七星中
會職場事工部於本會舉行名
人講座，邀請台中大毅老爺
行旅總經 理-蔣大雄弟兄前
來分享。

【羅東教會】

1. 禮拜一～五，每天上午7：

0 0 - 8：0 0在羅東中山公園
「讚美操」歡迎兄姊踴躍參
加。

2. 五結建堂4,500萬元，已付款
3,854萬元，請關心奉獻。建
堂基金：2,764萬元。貸款
809萬元。

3.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
四結各教會事工奉獻、關心
代禱。

【三星教會】

1. 5/12(日)11:30母親節主日禮
拜結束後舉行新建社區教育
館及禮拜堂修繕開工禮拜，
邀請兄姊一同關心、代禱。

基隆區會消息

1. 5/31(五)晚上8:00基隆區聖靈
降臨聯合禮拜，地點：安樂
教會。

【基隆教會】

1. 5 / 5為「青年事工紀念主
日」，邀請謝旺儒弟兄講
道，並由青少年契友服事。

2. 5/12為家庭主日，舉行「母
親節聯合禮拜」，為母親祝
福。

3. 本會訂於5/26主日國語堂舉
辦名人講座，講員：倪子鈞
(小馬)弟兄；6/2主日國語堂
名人講座，講員：古皓弟
兄，兩位講員將分別分享他
們的信仰歷程。

4. 6/23(日)設教144紀念主日，

為聯合禮拜，09:30開始。邀
請中華基督教聯合差傳事工
促進會理事長夏忠堅牧師講
道，會後備有愛餐，在主愛
裡彼此聯誼。

5. 7/4-7/7(四-日)舉辦「2019暑
期生活營」，招收國小一年
級至六年級學生，僅收5 0
名。

6. 7/19(五)-7/21(日)將出隊前
往台東知本長老教會短宣，
招募隊員20名，一起參與服
事。

【正濱教會】

1. 5/12母親節主日綬贈王秋微
名譽長老，頒發「功在正
濱，愛永不止息」水晶獎
座。同時舉行母親節外燴饗

宴，祝福母親們！

2. 6/2日青年主日由新任朱奕欣
執事司會，青年獻詩帶領禮
拜！

3. 2 0 1 9 周 末 夏 季 學 校
(8/3,8/10,8/17)下午14:20-
17:00，節目精彩！

4. 2019青年靈修會(8/3,8/10)晚
上19:00-20:00

5. 2 0 1 9社區成長班——夏季
Diy School (6-7月班)上課時
間：13:30-15:30
a. 免學費，材料費自理，報
名電話：02-24621333

b. 包中－diy粽子吊飾(6/11)
c. 彩繪菊花(6/18)
d. 香水瓶吊飾(6/25)
e. 押花－拈花惹草(7/9)
f. 染布花－胸花製作(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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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