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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矛盾
這些年來，我們在許多的信仰省思，以

及尋求經歷神的榮耀中好像出現一種矛盾的
信仰衝突。

例如，分享見證，可能感覺自己好像
如同“成功學”；而當我們伸張正義受逼迫
時，就會自認為那是“苦難學”。

進入“成功神學”與“苦難神學”的探
尋的時候，我們會不會都給亂定義了？

想想看～

有誰在教會事奉，或是職場事奉不期待
成功、卓越呢？

有誰願意苦哈哈地過一生？

神是要祂的兒女天天受苦，卻一生毫無
盼望地過日子嗎？

難道神要我們天天享樂、追求時尚、頂
級享受？

或是，我們有其他的觀點呢？

使徒保羅說（腓立比書4:12）：「我
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
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

凡事謝恩
所以，成功、卓越、居上不居下、豐

盛，以及苦難、逼迫、挑戰，都能成為我們
屬靈生命成長之路的祝福，舊約聖經中的亞
伯拉罕、雅各、約瑟、摩西、撒母耳、大
衛…，都有面對人生的苦難，但是因著依靠
神、堅定信仰，而得著卓越、成功，就是神
的恩待與亨通。

在使徒行傳14:20-23
20門徒正圍著他，他就起來，走進城

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21對那城裡的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
門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

22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
道；又說：「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歷
許多艱難。」

23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又禁食
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這段經文的前面是記載保羅和巴拿巴的
第一次佈道行程，來到路司得使得一位兩腳
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的
人，因著信心使他得醫治。但在這樣的神蹟
之後，卻有一群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的猶太
人，在路司得挑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羅。

這對於保羅與巴拿巴是一趟極為艱辛
的宣教事工，很多無法預知的困苦逼迫一一
臨到。但是他們的心顯然沒有退卻，而繼續
行程，14:21-22記載：「對那城裡（特庇）
的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門徒，就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堅固門徒的心，勸
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上帝的
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因此，使徒保羅就給予我們重要的提
醒（帖撒羅尼迦前書5:18）：「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
旨意。」[現代中文譯本修]這樣翻譯較為直
白，把「凡事謝恩」翻譯為「在任何環境中
都要感謝」。

我們在任何環境，都能處之泰然，因為
我們明白這些都能使愛神的人得益處。其中
的關鍵環節，就是面對各種環境的心態。

迎向逆風．得見盼望
我們都應該知道飛機起降的重要原則，

／陳天來牧師迎向逆風的祝福



飛機場塔台人員不會指示飛機的駕駛員順風

向起飛，或是降落，而是一律逆風起降。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飛機起飛，需要逆風向帶來機翼

的滑升；同樣的，降落，也需要逆風所向帶

來的風阻，使飛機得以安全降落。

親愛的眾牧長同工，我們在事奉的道路

上，確實要努力去面對各種逆風向的風阻，

才能幫助我們生命謙卑敬畏神，而促使我們

得以向上滑升，或是安全降落抵達目的地。

同樣的，在我們事奉的團隊，不管是教牧團
隊，或是長執同工，我們也要一同以正面積
極的態度彼此幫補，使教會得以面對各種的
挑戰（逆風），讓全體突破艱難，迎向神所
給予我們的祝福。

「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
難。」

進入神的國、領受神的心意，這是蒙
福；而經歷艱難，是我們成長的記號。盼望
我們的教會同心合意迎向神更大的祝福與恩
寵。

【獻聘、續聘】
1.  第一教會聘任牧師駱昆和為第6任牧師，自

2019年7月1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任期4
年。

2. 第一教會聘任牧師林淑美為教育牧師，
自 2 0 1 9年 7月 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同
(20230630)。

3.  台灣女子神學院聘任牧師莊淑珍為機構牧
師，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3年6月30
日，任期4年。

4.  南港教會聘任傳道師黃國通為第十任牧師，
自2019年7月28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任
期4年。

5.  週美教會續聘牧師張軒愷，任期2019年10
月22日起至無任期。

議事：
一. 推派牧師陳賢豪、長老謝英智擔任社后教
會監選委員，佇2019年7月7日下上午9:50
主日禮拜舉行臨時和會監選聘請牧師李明
儒為第三任牧師。

二. 推派牧師沈俊成、長老邱漢昇擔任基隆
教會監選委員，佇2019年6月30日下上午
9:30主日禮拜舉行臨時和會監選續聘牧師
卓志傑為第十任牧師。

三.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卓志傑、牧師張軒
愷、長老謝英智、長老林萬賀擔任特會員
於2019年7月28日(主日)下午3點舉行南
港教會牧師許榮豐盡程退休暨傳道師黃國
通封立牧師就任授職特會。推派牧師張軒
愷、長老謝英智擔任南港教會監交委員，
於2019年7月28日辦理監交事宜。

四.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黃春
生、長老張宏德、長老鄭穹翔擔任特會員
於2019年7月28日(主日)下午3點舉行第一
教會牧師駱昆和就任第6牧師暨牧師林淑
美就任教育牧師授職特會。向台北中會申
請辦理移轉牧師駱昆和與牧師林淑美之牧
師籍至本中會。

五. 同意接納牧師周淑玲於2019年9月30日離
任。推派牧師郭鐘霖、長老謝英智擔任內

湖教會監交委員，於6月底前辦理監交事
宜。推派牧師黃春生自2019年7月1日起擔
任內湖教會小會議長。

六. 同意接納建堂互助金借款額度上限調整為
3,500萬元，並行文轉送七星中會財團法
人董事會辦理。

七. 牧師黃春生提議接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捐助章程」部份條文修
正案，長老柯榮貴附議，提案第68屆第3
次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八. 同意接納2020年七星中會各教會中會費負
擔金案，提案第68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
討論。

九. 確認第68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內容，有
關負擔金表格等議案請幹部會確認。

一〇. 同意接納圓山教會第二次申請開拓新教
會補助案，補助如下：自2019年7月起至
2021年6月止，每月2萬元，作開拓教會補
助款，總計：48萬元。

一一. 同意接納牧師陳淵源申請事假自2019年
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並轉送傳福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一二. 推派牧師陳賢豪、長老鄭穹翔、長老張宏
德組成小組前往關心瞭解評估五常教會長
執改選提名辦法資格審查相關事宜，並託
幹部先行辦理。

一三. 同意追認接納並託教社部辦理「教會及社
會奉獻主日」交換講台事宜。

一四. 同意接納南崁大安教會申請應屆傳道師，
共申請1名應屆傳道師，轉送總會傳道委
員會辦理。

一五.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李美
意、長老柯榮貴、長老胡燕妮擔任特會員
於8月17日(六)上午10:00點舉行台灣女子
神學院牧師莊淑珍就任機構授職特會。請
台灣女子神學院補行文至中會申請辦理。

一六. 推派牧師蔡政道擔任傳道師林碧堂之輔導
牧師，復職由2019年2月1日起。

一七. 同意南方澳教會報備於2019年6月30日邀
請非本宗講員財團法人芥菜種會會牧莊安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6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7次中委會議錄

【續聘】
1. 中崙教會續聘牧師羅興隆，自2019年10月1
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任期4年。

議事：
一. 推派牧師李美意、長老邱漢昇擔任瑞芳教
會監交委員。推派牧師高千菀自2019年9
月1日起擔任瑞芳教會小會議長。

二. 同意接納牧師陳惠玲於2019年8月31日離
任，並請辭公職，並轉送傳福會、傳道委
員會辦理。

三. 改推派牧師蘇慧瑛遞補牧師陳惠玲擔任真
理大學董事職務，自2019年9月1日起，並
請辭公職，並轉送北部大會執行委員會辦
理。

四. 討論韓國首爾北中會及馬來西亞南部區會
前來本中會參訪行程相關事宜。

五. 同意接納五常教會因教會事工長遠性發展
之特別需要，增列未任執事滿二任之執
事～鄭敦坪、王裕吉、王銀貴等三人為長
老候選人。

六. 討論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實
施後因應原則案。有關會友提出請牧師證
婚的請求，請古亭教會依據總會第59屆有
關同性婚姻議題之牧函原則辦理。

七. 推派2019年牧師資格評鑑小組，預定8月
13日(二)舉行評鑑面談會議。

八. 同意接納傳道師吳佩琳申請事假自2019
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並轉送傳福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九. 同意接納牧師鄭元獻申請事假自2019年
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並轉送傳福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一〇. 同意接納傳道師凃淑容向傳福會申領積存
之個別積立金，轉送傳福會、傳道委員會
辦理。

一一. 同意追認接納蘇澳教會申請應屆傳道師，
共申請1名應屆傳道師，轉送總會傳道委
員會辦理，公決通過

一二. 同意接納2019年傳道師改派案轉送總會傳
道委員會、傳福會辦理。

① 傳道師鍾靈改派任「三一教會」派駐「五
常教會」（小會議長：徐信得牧師）

② 傳道師蔡珮珺改派任「成德教會」（小會
議長：張恩耀牧師）

③ 傳道師陳慕恩改派任「蘇澳教會」（小會
議長：楊家麟牧師）

一三. 同意接納2019年新任傳道師分派，名單如
下：

① 傳道師王銘澤派任「松江路教會」（小會
議長：牧師葉惠娜）

② 傳道師曾瑞平派任「南崁大安教會」（小
會議長：牧師林榮任）

③ 傳道師陳宜君派任「信義教會」（小會議
長：牧師戴約信）

④ 傳道師王上惠派任「永安教會」（小會議
長：牧師張軒愷）

⑤ 傳道師吳毓軒派任「松山教會」（小會議
長：牧師陳美玲）

⑥ 傳道師王瑀立派任「安瀾橋教會」（小會
議長：牧師陳景松）

⑦ 傳道師卓翠華派任「金包里教會」（小會
議長：牧師卓志傑）

⑧ 傳道師姚亘貞派任「台北大專中心」（輔
導牧師：牧師張宏恩）

⑨ 傳道師楊伯威派任「總會研發中心」（輔
導牧師：牧師黃春生）

一四. 同意核准和平島教會於2019年7月28日邀
請非本宗講員台北復興堂牧師柳沈昭治擔
任「主日禮拜」講員。

一五. 同意核准蘭陽教會於2019年7月28日邀請
非本宗講員國際讀經會牧師沈懷恩擔任
「主日禮拜」講員。

一六. 同意核准城東教會於2019年10月27日邀
請非本宗講員多倫多新希望福音教會牧師
柯約翰擔任「主日禮拜」講員。

祺擔任「主日禮拜」講員。

一八. 2019/05/22第64屆建堂互助金管理委員會
第1次會議：同意接納礁溪教會因建堂，
依「七星中會建堂互助金辦法」之借款，
借款額度為新台幣500萬元，並行文轉送

七星中會財團法人董事會辦理

一九. 財務部回覆報告：2019年中會負擔金調整
吳興教會：協總中扣除額68,926元，負擔
金148,705元，3%優惠144,244元。

禱告變成主的形狀
榮隆教會 陳治國牧師

引言

默想一、我們以往祈禱的內容通常是甚麼 ?

《禱告：變成主的形狀―傅立德牧師福
音神學禱告法》是 2004年台灣信義會舉辦
的退修會中四堂培靈會的講章，由信義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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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靜瑜牧師跨越~三段式的人生框架 >> 名人講座記實 >>

2019年 5月 19日林信明牧師於安樂教
會舉辦盡程退休感恩禮拜，當日來了 400多
位牧長會友一同參與，包括母會海豐崙教會
黃瑭新牧師、台東更生教會劉世春牧師與多
位會友一同見證。由副議長宜蘭教會楊啟仁
牧師主理、中委週美教會張軒愷牧師講道。
軒愷牧師是台東更生教會出身的青年受林牧

師栽培，啟仁牧師也曾在傳道師期間與林牧
師前後在台中篤行教會牧會。

林牧師出身於斗六海豐崙教會，由蕭月
瑕長老的先生蔡連村長老帶領信主，學生時
代就讀逢甲大學在台中民族路教會聚會受到
紀彰龢牧師栽培造就，預備獻身成為傳道人
報考台南神學院。但是大學畢業時家人希望

基隆安樂教會林信明牧師盡程退休禮拜
王豐榮牧師

職場事工部名人講座邀請現任台中大毅
老爺行旅總經理―蔣大雄弟兄前來主講，為
讓更多職場人得著祝福，特別分為台北、宜
蘭、基隆三場，台北場在榮星教會，宜蘭場
在宜蘭教會，基隆場在基隆教會，雖然蔣弟
兄不是專職的講師，但見證真實而誠懇，令
人感動。

蔣弟兄自承自己不愛讀書，高中花了六
年才唸畢業，他說，不愛讀書不代表不能讀，
只因為不覺得讀書有什麼重要，所以沒有用
心在這方面。即便如此，就業後，不會英文
的他在職場中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背菜單」，
他不會英文，卻被主管要求背完整本的法文
菜單，不服輸的他不僅僅完成要求，三個月
後更被晉升，一路爬升到飯店客房部的總經
理。從服務生到總經理，從餐飲部到客房部，
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挑戰，就是跨越的概
念，在過程中，蔣弟兄只做一件事，就是倚
靠上主！

蔣弟兄說，要成功，努力就可以，但如
果想要卓越，就必須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認
自己的軟弱與需要主，倚靠上帝，讓上帝工
作。

蔣弟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從台北被調
往宜蘭蘭城晶英酒店，並在宜蘭歷經信仰生
命的翻轉。他說，原本對他而言，教會活動
跟他的生命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只是按照規
定上教會、做禮拜。直到在宜蘭時有一次牧
師問大家有沒有被呼召要每天讀七章聖經？
有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人舉手。於是牧師又
說，沒有舉手的人不代表他沒有呼召，既然
如此，牧師要幫助他，牧師要請沒有舉手的
人到牧師那裡一起讀聖經。那一夜，蔣弟兄
徹夜難眠，他不想去牧師那裡…那年聖誕夜
他開始自發性的讀聖經，一天讀十章，以這

種速度，一年可以讀 3遍聖經，就這樣開始
了奇妙的旅程。上帝總是透過聖經的話語以
及各種方式，不斷的給他提醒，帶領著他，
跨越不同的挑戰，給他指引與方向。有一次
他作夢夢到火柱，醒來，他馬上意識到上主
在告訴他：不要跑在上帝的前面。因為出埃
及記裡記載著上主用雲柱火柱來帶領以色列
人，而夢中的火柱是在蔣弟兄的後面。「如
果沒有讀聖經，即便做了這個夢，我也不知
道這是什麼意思。」蔣弟兄說。

蔣弟兄因勤讀聖經而開啟了與上帝奇妙
的旅程，不斷跨越生命的框架，現在還在經
歷神，生命不斷突破。親愛的兄姐，您渴望
生命卓越或不再一樣嗎？邀請您用讀經、禱
告親近神，我們一起和蔣弟兄一樣經歷神！

屬靈父親，也是曾在台服事卅多年 (2000年 )
退休的老牧者傅立德牧師 (以下簡稱傅牧 )
來專講。此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是傅牧長年
服事與祈禱生活的深刻檢視與反省，讓我們
認出主的手如何一次次的全面更新改造傅牧
的內在生命。若想更深入認識傅牧及掌握其
禱告法的神學基礎，建議閱讀《恩上加恩―
傅立德牧師福音神學講道法》。簡單來說，
傅牧是一位神學家，也是一位禱告的牧師。

傅牧在〈引言〉中首先對教牧同工服事
生活的實況提出反省。我們通常都是忙到很
少祈禱，因此與神的關係總是帶著虧欠、罪
惡感；要嘛就是我們的祈禱內容 95％以上都
是為著事工，總是帶著很現實、功利的心態
在祈禱。但傅牧認為祈禱的內容至少應包含
三項：讚美與感謝、認罪、祈求與代求，且
每一項都是要幫助我們在感受到主的愛中蛻
變成主的形狀，而焦點都是在與主建立更親
密的「關係」。

本文

默想二、「在你獨自一個人禱告的時候，你
花了多少時間來讚美神 ?」

關於讚美與感謝，我們通常的經驗是
廿秒左右就不知道該如何繼續下去。我們常
常認為讚美與感謝就是要開口出聲，說個不
停，但事實上卻常常是語無倫次的三言兩
語。傅牧指出，讚美之前要先學會的是安靜、
單單仰望神、瞻仰神一段時間後，慢慢的就
會有一些話來讚美與感謝神。隨著關係的進
展、靈性生命的成熟、長大，以後在祈禱中
的讚美就比較沒有詞窮的問題，反而會因為
太陶醉其中，而要學會控制讚美的時間。在
操練讚美與感謝時，我們也會深深體驗神的
美善與慈愛常存的本性，不是一個神學理
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歷。
默想三、「你上一次作認罪禱告是甚麼時

候 ?」
關於認罪，有一位傳道者請教華神前院

長林道亮牧師說：「我這兩年好像都沒有甚
麼成長，不只是我的服事，我的個人、我的
工作也沒有甚麼成長。您覺得問題在哪裡?」

林院長問：「你上一次作認罪禱告是甚麼時
候 ?」他想了想說：「差不多兩年以前」。
隱藏在心中的罪能夠遏止人與神之間的關
係、靈命及人格的成長，因此我們實在需要
每天都認罪，每天都求主光照我們。傅牧發
現在操練禁食禱告時，神特別會光照我們，
讓我們很深的知罪，但並沒有被定罪。當我
們同時知罪而不被定罪，我們就嘗到了福
音，關係也重新建立，這就是傅牧的福音神
學祈禱法。馬丁路德說：「我教你承認你是
個罪人，就是教你做一個基督徒。」
默想四、「我們晚上吃石頭好不好 ?」

關於祈求與代求，若我們求吃石頭，神
絕不會回 yes，因為祂想給我們餅吃，給我
們更好的。約翰和雅各曾求將來能坐在祂寶
座的左右，副總統與行政院長的位置，主回
答 no。神無論回 yes或 no，都是出於祂豐
滿的慈愛，都將幫助我們蛻變成主的形象。
只要我們不因神回的no而灰心或放棄祈禱，
沒有一個祈禱是浪費、徒然的，即使得到的
回應是 no。祈禱必須帶著信心而不是樂觀，
因為「其實信不是你對禱告的結果有信心，
而是你對禱告的對象有信心。」。當我們愈
向神祈求時，我們與神的關係就愈親密；而
當我們愈為別人代求時，愛人的心就愈發火
熱。

結語

默想五、如何評估自己以往的祈禱 ?
楊寧亞牧師在〈序〉說福音神學講道

法最終的評估方法是「好的講道不是讓我們
覺得講員很好、很棒，而是覺得我們的上帝
很好、很棒。」傅牧做了很好的示範，他的
祈禱法幫助我們與主更親密。這位已經退休
的老牧者，沒有甚麼關於過去的豐功偉業想
說，他只是見證自己如何在禱告中被蛻變成
主的形象，且主現在仍然在他身上繼續施工
中，因為祈禱乃一生之事。神是非常有創造
性的，他最喜歡創造新的人，神對我們最大
的興趣，不是我們的工作，而是我們會變成
怎樣的人。如倪柝聲弟兄說：「上帝看我們
所『是』的過於我們所『做』的」。

林牧師可以工作賺錢，所以當時沒有直接入
學。在台北松山機場工作一段時間後，在第
一教會聚會再次受到紀牧師鼓勵，就讀台灣
神學院。

牧養台東更生教會 (1980-1993)、台中
篤行教會 (1993-1996)、安樂教會 (1996-
2019)、基隆牧會期間參與大武崙教會的開
拓事工，成為美好的宣教模式，也參與關心
深美教會、百福教會的開拓。林牧師在牧會
中重視禮拜的次序，會提醒禮拜中不要講話
重視禮拜莊嚴、會議中注重守時、勇於表達
自己的想法。

退休禮拜中分享兩件事：聖經道理很豐
富還有很多沒有傳講完。對於在禮拜中信仰

生活中被牧師指正的會友感到抱歉，牧師是
按著職分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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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濟南教會】
1.  本教會「掌上禮拜堂」錫合
金紙鎮模型建堂義賣，每個
模型3000元，歡迎認購。

2.  7/1-5舉行暑期兒童營，有生
態、體適能、聖經、律動課
程。7/3(三)前往日東山莊戶
外教學。

3.  7 /6盧俊義牧師《伸出你的
手》新書分享會，於本會禮
拜堂舉行。

4.  7/7舉行7月神學禮拜日。從
《猶太教四千年》探討聖經
起源、耶穌時代聖殿崇拜到
現代分佈全球的猶太信仰。
由曾宗盛老師、以色列駐台
大使游亞旭(Asher Yarden)主
講。

5.  2019國際古蹟日寫生比賽。
比賽時間：7 /13-21  9 :00-
17:00。

6.  7/23-25舉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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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3，8/10(六)10:00-13:00在
教育中心舉辦《腓利門書》
聖經研究班，並邀請台灣神
學院新約學吳孟翰老師專題
講座。

【中山教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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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8-12於宜蘭利澤簡失親兒
營地青舉辦年營，7/7禮拜中
為青年營同工舉行差遣與祝
福儀式。

3.  7/14迦拿團契邀請台大醫院
心臟科賀立婷醫師主講:「搶
救猝死，一分一秒都是關
鍵」。

4.  7/23婦女團契邀請台北馬偕
社區醫學中心楊亦而營養師
主講「肌少症預防飲食之
道」。

5.  7/24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於
禮拜堂舉辦「急救教育訓練
(AED+CPR)」。

6. 2019年中山盃桌球賽，將正
式於8/18辦理初賽、8/25辦

理決賽，參賽者以本會的團
契為單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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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兒童主日學定8月6-8日於宜
蘭利澤簡失親兒營地舉辦第
一屆兒童營「新造的人」。

【民生教會】

1. 7/3舉辨社區硬軟筆書法班，
共8堂。

2. 7/4舉辨社區烏克麗麗招生，
共12堂。

3. 7/6舉辨養育成長班，共14
堂。

4. 7/29-30在聖本篤修道院舉辦
二天一夜＂生命之家恢復特
會＂，共12名。

5. 8/24-26在教會舉辨三天二夜
兒童夏令營，主題：隱基底
的花園。節制品格，結構學
習，限40名。

北二區會消息

1. 9 / 0 7 (六 )生涯指引講座暨
「神供應」帶領人訓練在台
北公舘教會舉辦，由台灣冠
冕真道理財協會提供課程。

2. 11/15(六)下午二時半北二區
舉辦蕭東山牧師薩克斯風生
命分享會，地點在台北和平
教會。

【台北和平教會】

1. 8/05(一)聖經詮釋講座：約
翰福音研究：道成肉身的神
子耶穌基督、講員：葉約翰
牧師/博士。

2. 8/10(六)聖經詮釋講座：歌
羅西書/腓利門書、講員：彭
國瑋牧師/博士。

3. 8/17(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4. 8/31(六)白髮與黑髮的對話/
星中婦女合唱團、和平撒母
耳樂團。

5. 9/21(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6. 9/28(六)舊約英雄傳/吳獻章
牧師。

【台北東門教會】

1. 8/10～8/11(六日)聖歌隊年度
靈修營：溫榮春牧師佳美腳
蹤。

2. 8/18(日)蔡茂堂牧師專講：
蘭醫生與我，地點在教育館
二樓。

3. 8/25(日)姊妹團契例會，主
題：看樹、看海、看表演—
雲門，主講：廖詠葳；姊契
會長改選。

4. 9 / 0 4 (三 )姊妹團契心靈園
地，主題：由Herta Muller
「呼吸鞦韆看歷史的創
傷」，主講：陳昭華長老。

5. 9/15家庭團契例會，主題：
信仰十字路。

6. 9/15松年團契例會，主題：
花戰，主講：黃美惠教授。

7. 9/22荊棘團契聚會，主題：
從聖經看如何教養小孩，主
講：蔡尚穎長老。

8. 9/29心靈與服事講座。

【義光教會】

1. 2 0 1 9 . 7 - 8月每禮拜二上午
10:00-12:00義光社區學苑因
暑假暫停課程。

2. 8/18(日)邀請布吉納法索宣
教師王貞乃牧師前來分享宣
教事工並為事工募款

3. 8/25(日)舉行今年度第四次
聖禮典。

4. 9/6-10(五-二)義光教會牧師
與長執同行，並邀請玉山神
學院受助學生一起前往首爾
拜訪姊妹教會，陪伴玉神學
生在宣教事工上學習並分享
原住民教會服事經驗。

5. 義光社區學苑第五期課程
(9-11月)將邀請精神科醫師
陳永興院長主持系列演講—
優雅的變老。歡迎教會兄姊
一起前來聆聽。

【仁愛教會】

1. 8/04(日)慶祝父親節，兒童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北三區會消息

1. 敬邀北三區眾教會牧長和弟
兄姐妹參加金陵教會幸福家
庭婚姻講座。

① 時間：7/28、8/4連續兩主
日下午2-6點於金陵教會舉
行。

② 講員：張思聰牧師(前台北

市台灣教會更新協會總幹

事)。
③ 內容：饒恕、界線、聖經
中的夫妻關係、及溝通與

角色分析4項。

【五常教會】

1. 鍾靈傳道師8/1起，為三一教

會傳道師，派駐五常教會參
與團隊事奉。

2. 8/11舉行長執選舉，上帝帶
領。

3. 為升格堂會＆牧師監選各樣
籌備聖工，上帝預備。

4. 為第三期幸福小組聖工，上
帝賜福，領人歸主。

北三區 >> 消息 >>
林君杰 牧師

主日學同來慶賀。

2. 8/07(三)中午舉辦松年大學
暑期聯誼餐會。

3. 8 / 1 1 (日 )舉行主日聖餐禮
拜。

4. 8/24(六)11:11兄弟團契第三
季例會、慶生會。

5. 9/04(三)10:00仁愛松年大學
第二學期開學感恩禮拜。

6. 9/22(日)舉行教會培靈會，
邀請張思聰牧師前來主理分
享。

【安和教會】

1. 8/04(日)第五次聖禮典。
2. 8/14-18(三-五)青少年團契前
往雲林馬光教會協助兒童夏
令營。

3. 9/22(日)表揚主日學老師教
師節活動。

【城東教會】

1. 8/4(日)下午3時舉辦平安七
月音樂會

【台北大安教會】

1. 7/28(日)-8/3(六)暑期短宣事
工緬甸臘戌短宣隊：台神院
長陳尚仁牧師帶領，陳文欽
牧師﹑林志能長老及黃潮益
執事一同參加。

2. 7/28(日)-8/4(日)青年暑期福

音工作隊前往宜蘭頭城教會
舉辦夏令營，主題：「心世
界大冒險」。姊妹教會韓國
弘聖教會有四位青年加入工
作隊。

3. 8/03(六)19:30父親節音樂會
「那些年，我們與爸爸的故
事」，歡迎社區朋友參加。

4. 8/25(日)亞薩詩班及夫婦團
契前往嘉義北榮教會主領詩
歌見證。

5. 8/25(日)主日學升學升級禮
拜。

6. 9/01(日)10:30主日禮拜西羅
亞詩班主領詩歌見證及松年
大學開學禮拜。

7. 9/22(日)19:30懷念老歌社區
音樂會。

【南崁大安教會】

1. 8/24(六)-8/28(三)青少年夏
令營【部落學習之旅】前往
花蓮玉山神學院尋根，邀請
族群老師透過詩歌、族語教
學、部落學習，讓青少年重
新找回自我的定位。

2. 9/01(日)福音主日邀請紀寶
如姊妹見證分享。

【六張犁教會】

1. 8/04(日)父親節歡慶禮拜。
2. 8/11(日)腦力「背」增-聖經
背誦比賽。

3. 9/29(日)福音主日：邀請錢
玉芬老師分享。

【台北公舘教會】

1. 8/04(日)父親節感恩禮拜，
邀請湯孟宗牧師主領聚會。

2. 8/06-12(二-一)青年短宣隊前
往山腳教會服務。

3. 8/12(一)松年大學返校日。
4. 8/22-26(四-六)學青少契生活
營前往宜蘭地區。

5. 9/01(日)主日學生及禮拜、
洗禮與聖餐。

6. 9/29(日)見證分享會邀請廖
瑞祥執事分享。

【深坑教會】

1. 7 /31(三 ) -8 /2(五 )兒童夏令
營。

2. 8/04(日)父親節感恩禮拜。
3. 9/13(五)中秋愛團圓。

【林口大安教會】

1. 8/04(日)父親節感恩禮拜。
2. 8/24(六)、8/31(六)暑期兒童
自然體驗營，親子共遊共
樂。

3. 9 / 1 4 (六 )婦女團契秋季旅
遊。

4. 9 / 1 5 (日 )布雷斯德教員大
會。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松山教會】

1. 8/4（日）舉行父親節聯合禮
拜。

2. 8/11（日）舉行新家人歡迎
會。

3. 8 / 2 5（日）舉行洗禮與聖
餐、撒母耳牧區升級禮拜。

4. 9/1（日）舉行設教144週年
野外感恩禮拜。

5. 9/10（二）松年大學暨社區
關懷據點訂開課。

【水源教會】

1. 8/4慶祝父親節感恩主日，會
中有兒童音樂營學童表演和
贈送已婚弟兄一份禮物。

2. 弘遠齊唱團固定於每週六上
午10-11點在教會練唱，歡迎
對唱歌有興趣的朋友加入。

3. 攝影小組於8/24和9/27週五
晚上7:30分在教會上課，由
程國城長老主講，歡迎對攝

影有興趣的朋友參加。

4. 複式童軍團於9/14週六上午
9-11點在青山國中小開始團
集會，歡迎國小三年級到國

中生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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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牧師

蘭陽區會消息

1. 7/9(二) -7/11(四)於四結教會
舉辦蘭陽區青年培訓營。

2. 7/11(四)-13(六) 於羅東教會
舉辦蘭陽區兒童營SUMMER 
MEBIG CAMP。

【宜蘭教會】

1.  7/21(日)聯合禮拜結束後，
於5F禮拜堂舉行『傳統民間
信仰疑問解答講座』。

2.  8/26-28(一～三)進擊的門徒

3.0於『武荖坑』舉行。

【羅東教會】

1. 7 / 3 0（二） - 8 / 2（五）下
午 2 : 0 0 - 4 : 3 0於本會舉辦
暑期兒童營『 S U M M E R 
MEBIG』，對象：小一到小
六，報名費用100元。

2. 8/10（六）本會舉辦『寶貝
營』，歡迎學齡前小朋友參
加。

3. 本會『兒童合唱團』開始
招生，下學期從 9月 1 1日

開始，每禮拜三下午3:30-
5:00，額滿為止。

【冬山教會】

1.  7/15(一)-7/18(四)，雙連短
宣隊前來本會陪伴課輔班孩
子。

2.  7/19(五)-7/20(六)，青少契在
本會舉辦國高中凝聚營。

3.  7/28(日)-8/8（四），本會共
13名成員前往日本短宣、志
工服務，懇求上帝親自保守
帶領。

基隆區會消息

1. 基隆區新的生力軍加入團
隊：

① 安瀾橋教會—王瑀立傳道
8/1日到任。

② 金包里教會—卓翠華傳道
8/1日到任。

【基隆教會】

1. 8/4(日)為父親節聯合禮拜，
舉行聖禮典，又是福音主
日。邀請喜思集團總經理、
台北知名宮廟創始人第三代
黃子容姐妹前來見證。

2. 2019年度第三季社區活動於
8/10(六)舉辦「兒童工作體
驗營」，並於  站長特訓於
7/28、8/4日。

3. 8/16(五)至8/18(日)聖歌隊觀
摩演唱，前往嘉義中會圳頭
坑教會聯誼。

4. 2019年第二期幸福小組，時
間為9/15(日)～11/23(六)，共
計10週，以團隊事奉宣揚福
音。

5. 9/21(六)、9/22(日)「培靈
會」，邀請講員：胡發宗牧

師。

【正濱教會】

1. 8/4(日)父親節讚美禮拜，會
後外燴慶祝活動，教會大廳
提供紙雕裝置花牆，與社區
同歡！

2. 8/3 ,10,17
日 舉 辦
『友祢真
好』三周
末的夏季
學校，每
周 六 下
午 1 4 : 3 0 -
17:00，聯
絡人：吳
牧師，電
話：02-24621333。

3. 8/31日新店長老教會七張和
北新兩個小組下午參訪正濱
教會。

4. 社區秋季成長班9 / 1 0日開
課。

【中山教會】

1. 2 0 1 9暑期舉辦『福氣在我
家』 - -暑期兒童才藝品格

營，時

間 ：

8/12-16
日，早

上8:00-
12:00，
對象：

升小一

到升小

六，地

點：基

隆中山長老教會，報名專

線：楊傳道02-24282414。
2. 舉辦『2019青少年聯合生活
營』，時間：8/20-21，地
點：九份教會，即日起受理

報名至8/11日，報名專線：
楊傳道02-2428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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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