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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樹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直覺想到的

就是早期家鄉上山工作，或是下山辦事的路
人，得以在炎熱天氣下稍微乘涼休憩的老
樹。後來遠離家鄉後，漸漸懷念那許多的植
物、果樹與大自然，也讓我在密集的都會
區，享受一小區塊窗台的綠色園地。也漸漸
認識更多的植物花卉。其中就有一種在台灣
相當少有的植物～「公孫樹」。那就是銀
杏。

銀杏樹的成長較慢，但壽命極長（據說
最老的古銀杏樹是在中國貴州福泉，樹齡大
約有5000~6000年），被中國列為四大長壽
觀賞樹（松、柏、槐、銀杏）之一。銀杏樹
除了觀賞外，還有經濟、藥用等價值。

為什麼銀杏會被稱為公孫樹呢？因為在
一般自然條件下，從栽種到結銀杏果要20多
年，但是大約栽種到40年後才能大量結果，
因此又有人把它稱作「公孫樹」，有「公種
而孫得食」的含義。

就像今日的香港反送中的推動者，他們
為了所爭取的自由民主，以及曾經接受的協
議的履約，而付出的辛苦代價，正是明日香
港的「公種而孫得食」。

在台灣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前
人所從事的「公孫樹」，例如各行各業的貢
獻者、為歷史文化與民主自由的推進者。其
中也有許多外來者，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與情
感，用心地付出。例如許許多多的宣教師、
日據時代許多的日本人、遷移來台的中國
人…。在此稍微一提～八田與一對台灣的貢
獻，為這塊土地的農作貢獻極多，並且對這

塊土地的人民的平等看待，在1930年4月10
日，完成了全亞洲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嘉
南大圳」，在經過10年的興建過程，有134
個人在當中殉職（包含工程意外或是瘧疾
等），因此特別立了「殉工碑」，在八田與
一撰寫的內文，不分台灣人或是日本人，均
依照殉職人員的先後順序題寫。

而許多宣教師前仆後繼的犧牲奉獻，為
這地土留下了許多血汗，更是為台灣種下了
許許多多的「公孫樹」，將最重要的福音種
子，從海邊遍傳至高山。以賽亞書52:7「那
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
安說：你的上帝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
佳美！」

所以，我們在這塊土地，足見許多偉大
的情操、樹立佳美的典範、奉獻犧牲的無私
腳蹤。

承先啟後的事奉
使徒保羅所寫的書信有13卷，其中有3

卷稱為教牧書信，就是針對年輕牧者在事奉
上所給予的勉勵與關懷。

3卷教牧書信：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
書、提多書。

這幾卷教牧書信都是保羅晚年的作品，
這些教牧書信就更具有很深的意義。保羅經
過被主耶穌的呼召，開始另一段信仰的挑戰
與旅程，經歷過許多豐盛的體驗，是超越他
過去所認識的信仰，是讓他更願意以生命獻
上，就如他在羅馬書12:1所說的：「所以，
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就在使徒保羅的日子接近尾聲之際，

／陳天來牧師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他對於屬靈兒子提摩太仍有許多的關切，
並且也提醒提摩太要成為榜樣（提前4:12-
13）：「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
的榜樣。13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
直等到我來。」

接著，又提醒提摩太（4:14）：「你不
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
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從這一節經文顯然看見了先知與長老們

的服事，他們曾為年輕的提摩太的祝福，保
羅提醒～不要輕忽那所得的恩賜。

確實，我們今日的服事、恩賜，正是
過去許許多多前人的種樹、祝福，將這樣的
恩典繼續地留給我們。我們今日也要努力負
起這樣的呼召與使命，來祝福未來的世代；
也要除去我們生命中負面的情緒、苦毒，好
將神的榮耀、喜悅、神的心意，好好地在我
們家庭、教會、中會，甚至我們的社會種下
「公孫樹」。

【獻聘、續聘】
1. 東門教會聘任傳道師布漾．星封牧就任為原
民堂牧師，任期自2019年8月1日起至與主
任牧師同(程仲惠20210930)。

2. 和平教會聘任牧師邱淑貞為青壯牧師，任期
自2019年9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同(蔡維倫
20221208)。

3. 社后教會聘任牧師李明儒為第三任牧師，任
期自2019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
任期4年。

4.  馬偕醫院聘任牧師周元元為機構牧師，任期
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2年7月31日，任
期3年。

5.  雙連教會聘任傳道師陳偉立封牧就任為關懷
牧師，任期自2019年8月13日起至與主任牧
師同(蔡政道20200831)。

6.  濟南教會續聘牧師黃春生為主任牧師，任期
自2019年9月1日起至無任期。

7.  濟南教會續聘牧師林吟洋為關懷牧師，任期
2019年9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同。(牧師黃
春生無任期)

8.  濟南教會續聘牧師陳良智為教育牧師，任期
2019年9月1日起至與主任牧師同。(牧師黃
春生無任期)

【關懷牧者異動】
① 台北中會移轉牧師駱昆和、林淑美之牧師師
籍至本中會。〔收 68-188〕 

② 林盈昌傳道師任期於 2019年 7月 31日自
台北大專中心離任。〔收 68-199〕

③ 傳道師蔡珮珺任期於 2019年 7月 31日自
百福教會離任。〔收 68-201〕

④ 傳道師鍾靈任期於 2019年 7月 31日自松
山教會離任。〔收 68-203〕

⑤ 傳道師陳慕恩任期於 2019年 7月 31日自
金包里教會離任。〔收 68-211〕

⑥ 傳道師吳聖德任期於 2019年 7月 31日自
蘇澳教會離任。〔收 68-212〕

⑦ 傳道委員會同意接納：（附件五，P7）
A. 傳道師吳佩琳申請事假 20190801 ～

20200731(7月 29日接總會傳道委員會

〔台基長 (64)總傳字第 086號〕函〔收
68-205〕）

B. 傳道師林碧堂申請自 20190201起復職 (7
月 29日接總會傳道委員會〔台基長 (64)
總傳字第 097號〕〔收 68-206〕)

議事：
一. 審查確認第68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錄。
二. 討論2020中會事工計劃、行事曆。
三. 討論本會屬下教會與私自設立傳道或按立
牧師處置相關事宜

四. 在體制上依長老教會法規不得私自按立牧
師。依長老教會法規解釋文9：屬本總會
牧師不得參與他教派之按牧儀式。

五. 改推派牧師楊勝榮遞補牧師許榮豐擔任財
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七星中會董
事職務自2019年7月29日起，並轉送星中
財團法人辦理。

六.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黃春
生、長老鄭穹翔、長老胡燕妮擔任特會員
於2019年11月10日(主日)下午3點舉行雙
連教會傳道師陳偉立就任關懷牧師授職特
會。

七.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張軒
愷、長老林萬賀、長老謝英智擔任特會
員於2019年9月8日(主日)下午3點舉行社
后教會李明儒牧師就任第3任牧師授職特
會。向台北中會申請辦理移轉牧師李明儒
之牧師籍至本中會。

八.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蔡維
倫牧師、長老邱漢昇、長老柯榮貴擔任特
會員於2019年10月20日(主日)下午3點舉
行東門教會布漾．星傳道師就任關懷牧師
授職特會。向東美中會申請辦理移轉傳道
師布漾．星之傳道師籍至本中會。

九. 推派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師黃春
生、長老胡燕妮、長老林萬賀擔任特會員
於2019年9月22日(主日)下午3點舉行和平
教會邱淑貞牧師就任青壯牧師授職特會。
向壽山中會申請辦理移轉牧師邱淑貞之牧
師籍籍至本中會。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8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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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9次中委會議錄

【續聘】
1.  基隆教會續聘卓志傑牧師，任期2019年10
月1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任期4年。

【關懷牧者異動】
① 台北中會移轉牧師李明儒之牧師籍至本中
會。〔收 68-188〕

議事：
一. 討論第69屆第1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第

69屆第1次中會議會預訂2019年11月11日
(一)上午10:00於馬偕醫院9樓第一講堂召
開(選舉)。第69屆第2次中會議會2020年
01月13日（一）召開。 (提案截止日期為
2019年11月20日)

二. 推派副書記卓志傑牧師選務小組召集人，
與中會傳道師進行籌備選務事宜，預定10
月21日(一)上午10:00召開選務會議。

三. 2019年度宴請退休傳教師聖誕聚餐，時

間：2019年12月11日（三）上午11:00。
地點：海霸王北區旗鑑店。

四. 同意接納牧者請假與停職並轉送傳福會、
傳道委員會辦理： 
① 傳道師周秀鳳自2019年1月1日起予以
停職。

② 倪振義傳道師申請學假，自2019年8月
1日起至2022年7月31日共3年

③ 牧師張主憫申請病假自2019年7月1日
至2020年6月30日推派蘭陽教會為頭城
教會母會，牧師林耀星擔任頭城教會小
會議長，自2020年1月1日開始

五. 報備本宗退休牧師任職相關事宜，並轉送
傳福會辦理。名單如下：

④ 退休牧者廖正行牧師於平安園區擔任關
懷牧師。

⑤ 退休牧者盧俊義牧師於雙連教會協助牛

一〇. 接納濟南教會申請韓國基督長老教會
(PROK)首爾北中會宣教師牧師趙河英、
朴根英夫婦派駐教會拓展福音工作，初期
為期二年。任期：自2019年9月1日起至
2021年8月31日。函文申請總會普世委員
會協助辧理相關程序。

一一. 同意接納傳道師陳宜君延後就任，送總會
傳道委員會、傳福會辦理。

一二. 同意接納牧師黃雅芬自2019年1月1日起
予以停職，送總會傳道委員會、傳福會辦
理。

一三. 同意接納牧師陳佩儀申請事假自2019年9
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止，並轉送傳福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一四. 同意接納傳道師陳欣瑋、李佳玲、李宇平
申請牧師資格評鑑，推派2019年牧師資格
評鑑小組，與申請之教會-南方澳教會小會
議長牧師鄭忠仁、代議長老長老蔡文祥、
及和平島教會小會議長牧師林哲仁、代議
長老葉志誠、及總會牧師鄭英兒、輔導牧
師徐信得、代議長老歐敬修召開會議面
談。

一五. 推派書記牧師陳文欽、副書記牧師卓志傑
(新倍加執行小組長)、婦女事工部部員自
行派員、女性及男性青年代表各一名委請
職場事工部派一男一女參加。於2019年9
月2～4日出席參加「婦女宣教一領一2019
年新倍加年度宣教會議」。

一六. 推派議長牧師陳天來、副議長牧師楊啟
仁、傳道部長牧師沈俊成、教社部長牧
師楊勝榮、婦女代表委請婦女事工部派
一名代表、青年代表委請校園事工部派
一名代表，於2019年10月7～9日出席參
加「2019台灣普世論壇，TEF台灣共識

營」。

一七. 同意接納傳道師林盈昌任期於2019年7月
31日自台北大專中心離任，並移轉傳道師
林盈昌之傳道師至台北中會。

一八. 同意接納傳道師吳聖德任期於2019年7月
31日自蘇澳教會離任，並移轉傳道師吳聖
德之傳道師籍至台北中會。

一九. 同意接納委託牧師張金城負責組隊參加
「第64屆總會議長盃全國桌球錦標賽」，
於2019年10月11～12日(週五～六)在 國
立中興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行，參賽相關費
用依往例實報實支，由中會負擔。

二〇. 同意接納牧師廖鴻榮於2019年08月31日
盡程退休，協助廖牧師完成申請手續並轉
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二一. 同意接納基隆區會依宣教事工補助預算，
補助基隆區會4萬元。

二二. 同意核准南園教會報備於2019年12月
15、22日邀請非本宗講員音樂創作人古
晧、新聞主播夏嘉璐擔任「主日禮拜」講
員。

二三. 同意核准安樂教會報備於2019年9月15
日、11月10日邀請非本宗講員台灣工福宣
教總幹事牧師蔡國山、北西雅圖華人宣聖
會傳道師葉惠媛擔任「主日禮拜」講員。

二四. 同意核准南方澳教會報備於2019年8月4日
邀請非本宗講員亞東劇團傳道黃承恩擔任
「主日禮拜」講員。

二五. 關懷總會屬下社福機構：已由2019.7.16
第64屆第2次總會常置委員會會議案9議
決，星中負責認養關懷總會屬下社福機構
為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關
懷時間：2019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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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庄講義所。

⑥ 退休牧者吳士郎牧師於威盛所屬醫院協
助院牧關懷事工。

⑦ 退休牧者紀彰龢牧師前往關島協助牧
會。

⑧ 退休牧者陳宇光牧師前往夏威夷協助牧
會。

⑨ 退休牧者溫宏欣牧師前往紐西蘭協助牧
會。

⑩ 退休牧者黃顯光牧師前往更新協會服
事。

六. 同意接納由中會預備金無息借貳佰萬給財
團法人，以利辦理成德教會申請建堂互助
金借款案。其餘貳佰柒拾萬請財團法人協
助籌措。另推派財團法人董事長林榮任牧
師、牧師張軒愷、長老林萬賀，以及小會
議長及委員組成小組關心。

七. 討論傳道師陳俊雄、陳宜君改派，託傳道
部派員至西湖小會座談。

八. 追認傳道師張昱庭申請牧師資格評鑑。
九. 同意接納，推薦傳道師張昱庭、鍾靈、楊
靜欣、陳欣瑋、李佳玲、李宇平申請牧
師資格檢定，送交總會傳道委員會申請辦
理。

一〇. 同意追認接納推派牧師陳賢豪、長老林萬
賀為五常教會昇格堂會評估小組進行評
估。接納五常教會昇格堂會自2019年9月
10日起辦理昇格堂會事宜。

一一. 推派牧師陳賢豪、長老林萬賀擔任五常教
會監選委員，佇2019年9月29日(主日)上
午10:00主日禮拜舉行監選(9:30小會) 

一二. 同意核准安和教會報備於2019年9月21日
邀請非本宗講員國際讀經會曹正文傳道擔
任「新約遊蹤聖經講座」講員。

泰澤祈禱
濟南教會 陳良智牧師

泰澤 (Taizé)原本是一個地名，在法國
勃根地一個靠近克呂尼 (Cluny)的小村莊；
為什麼這個地名會流傳到千里之遙的台灣來
呢？不能不提到泰澤團體，要提到泰澤團
體，也不能不提到羅哲弟兄 (Frère Roger, 
1915-2005)。

羅哲弟兄出身於日內瓦改革宗 (加爾文
在日內瓦建立改革宗，諾克斯則將其信念帶
到蘇格蘭，建立長老宗 )的牧師家庭，從小
對天主教就有所接觸，同時因為母親的家族
來自於法國，羅哲也對法國相當熱愛。

在二次大戰，那納粹佔據法國期間，羅
哲甚至想將他在洛桑大學基督徒學生會所帶
領的禱告團體帶到法國，在衝突當中扮演和
好的角色。雖然沒有什麼人響應，羅哲還是
毅然決然騎著腳踏車，來到法國勃根地；當
時還算是自由地區，有許多猶太人及難民來
到這裡尋求庇護。

克呂尼修道院是歐洲重要的歷史遺跡，
909年從這裡的修道院開始了當時的修會改
革運動；羅哲也在這裡得知不遠的泰澤村莊，
有一個相當大的房舍要出售，相當適合他從
事接應難民的工作。於是從 1940年開始，
羅哲在這個村莊開始了一天三次的祈禱生
活。

1942年納粹進佔法國南部，加強對猶
太人的逮捕；在友人的勸說下，羅哲只好留
在日內瓦，直到戰爭結束，在這段期間羅哲
等人也正式形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督徒團體。
1944年羅哲及這個基督徒團體終於能夠回
到法國，此時的工作從接待難民轉變成照顧

孤兒及拜訪德國戰俘。為了讓這個團體以及
所照應的住客們能夠自給自足，他們也開始
經營農場。1949年，又有三位法國人加入
這四名瑞士基督徒的團體，他們進行三項傳
統修道院的誓約：神貧、獨身和服從，而成
為第一座新教修道院，也就是泰澤團體。

泰澤團體並不是要回歸天主教，而是致
力於普世教會間的修和；它們不是一個獨善
其身的修道院，除了接待不同宗教背景的訪
客與他們一同祈禱外，泰澤團體的修士們也
會到各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派與他們一
同祈禱。雖然台灣的泰澤祈禱最早是由天主
教震旦之友協會的雷煥章神父所引進，但是
不要忘記泰澤團體的改革宗背景，以及對於
教會合一的努力。

以往我們所熟悉的祈禱，不然就是悟性
的長篇大論，不然就是不知所以的靈語彈舌；
泰澤祈禱的方式雖然對台灣的基督徒來說是
陌生，甚至有牧長認為是異端，不過卻是承
接自更古老的修道院傳統，就是在歌詠、經
文、靜默中與主相遇。

2004年蘇美珍老師及馬約翰牧師開始
帶著神學生、長青團契學生、及一些牧長來
到法國泰澤團體學習靈修生活：除了一天三
次的祈禱外，還有短講、小組分享、勞動服
務及僻靜的時間。然而接觸泰澤的詩歌，
還是一個很好的入門；除了聖詩 (2009)收
錄的第 103, 232, 289, 302, 329, 332, 364, 
523, 565首之外，在 YouTube網站也可以
輸入 Taizé找到更多資料。另外，濟南教會
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三晚上七點半也有泰澤
祈禱，歡迎來體驗不同的祈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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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豐榮 牧師許榮豐牧師盡程退休禮拜

七星中會的眾牧長同工平安，很高興
加入七星中會的大家庭，因著上帝的恩典與
召命，使我這不配的人得以成為祂差派的僕
人，耀星來自台中，從小即與全家在台中民
族路教會聚會，並在台中民族路教會的培養
下，參與教會的各種服事並受選為執事兩
任，在教會輪休制度休任中，參與開拓台中
健行教會 7年，後教會升格堂會後受選為長

老。
開拓健 

行 教 會 期
間，上帝大
大祝福我和
全家，我衷
心期盼三個
孩子都為上
帝所使用，
而他們也在
教會中都有
很 好 的 服
事，上帝透
過某次特會
講員向我清
楚說話，上

帝要我成為子女的榜樣，幾經掙扎我決心順
服滿足上帝的心意，並為子女立下榜樣，使
我的家族成為代代服事主的家族。

主後 2005年 8月考上台南神學院七年
制神學系，主後 2012年 6月畢業取得道學
碩士學位，當月底經總會傳道委員會抽籤派
任到新竹中會，並由中會任命為僑愛教會的
傳道師三年。後因考慮父母年老，而回台中
牧會，參與台中重新教會建堂事工，並於
2018年 4月獻堂完成後，個人在每天的靈
修祈禱中領受主的感動：「你可以離開重新
教會的牧職了」，幾經禱告求印證下，於同
年 6月 30日正式向小會提出離開重新教會
牧職申請，並於 9月 30日正式離開台中重
新教會牧職。並等待上帝對個人下一個新服
事禾場的安排。

隔年 1月 6日接受蘭陽教會邀請前往證
道，並得著蘭陽小會的熱誠邀請，幾經禱告
尋求主的心意，最後領受上帝對亞伯拉罕的
呼召，要我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來到非常陌生
的宜蘭地區，並回應蘭陽教會眾長執信徒的
馬其頓呼聲，使我得著此等福份與榮耀，我
唯有用忠心盡職來回應呼召我的主，來回應
祂的恩典與呼召。

新任牧者介紹
蘭陽教會 林耀星牧師

2019年 7月 28日在南港教會舉行許榮
豐牧師盡程退休暨黃國通傳道師封立牧師就
任第 10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許牧師曾經
在屏東學生中心、中崙教會 3年 (1989.09)、
明德教會 3年 (1992.09)、中崙教會 11年
4 個月 (1995.09)、南港教會 12 年 8 個月
(2007.1) 牧會。曾擔任第 58 屆總會議長
(2013年 )。

在退休禮拜中牧師分享，所有的牧會都
是感恩的記號，每個階段都值得感恩，若不
是上帝恩典我們無法度過每一個時刻，家人
與屬靈長輩都是陪伴我們再次向前的動力，
當遇到困難，我們一起同心禱告，再次得力
向前服事。

許牧師改編盛曉玫「恩典的記號」，成
為退休感言。
站在講台上，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走

在侍奉裡，才發現主愛多高。

恩典的牧會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

塵，軟弱唯有主知道。

夜空的星星，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輕
聲告訴我，一切祂都看見了。

我所有感恩，所有軟弱和力量，將成為
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呼求，耶穌聽見我的禱告。千萬人
中，祂竟關心我的需要。

走過的路，有歡笑有淚水。都留下主恩
典的記號。

在旅程中，耶穌將我緊緊擁抱。我深知
道，祂是我永遠的依靠。

走過的路，有歡笑有淚水。將成為主恩
典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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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濟南教會】
1. 9 /1聖經學校秋季班開始上
課；兒主舉行升級禮拜。

2.  9 /1晚上處境查經班特別講
座：主題：自由的最後吶
喊：反送中現場採訪分享。
由廖斌洲、王苡儒(網媒製作
人)主講。

3.  本會愛加倍團契訂於開學後
每週四於教育中心十一樓聚
會，晚上六點用餐、七點專
題分享，歡迎本會大專學
生及旅北學青參加，請上
https://goo.gl/5CCY7E 報名
登記，或洽陳良智牧師。

4. 本會與總會教社委員會關懷
香港，發起人道救援，除協
助收集防毒面具、舉行祈禱
會與受迫的港人同在。本會
精神科醫師也協助港青進行
創傷後諮商，並將受贈防毒
面具、冰包等人道物資提供
給香港教會及需要者。

5.  9/11與七星中會、台北中會
教社部透過泰澤祈禱舉行
「公義與憐憫～為香港祈禱
會」。

6.  9 / 2 1下午舉行古蹟日音樂
會，邀請張書豪古典吉他演
奏、 詹怡嘉音樂分享；適逢
921地震20週年，當晚邀請
音樂密契人聲室內樂集舉行

安慰音樂會。

7.  9/22舉辦2019國際古蹟日寫
生比賽頒獎典禮。

8.  9/22神學禮拜日，主題：極
端氣候來臨前。主持：王守
誠/生態關懷者協會。與談：
蘇彣忠/350 Taiwan、李新元
/FFF,PCT、汪中和/中研院、
羅立/台灣大學。

9.  9/22兒童主日學到淡江中學
舉行野外禮拜。

10. 10/20舉行會員和會，長執改
選。

【中山教會】

1. 9/1禮拜中頒獎給中山盃桌球
賽優勝隊伍，冠軍：迦拿團
契、亞軍：台北復興教會(子
會)、季軍：學青少契。

2.  9/6晚上，社青團契在教會中
庭舉辦中秋烤肉，契友盡力
邀請BEST慕道友參加。

3. 9/7早上於大禮拜堂發送關懷
禮卷給教會附近的4個里；
關懷名單是由里長提出，乃
依據實際情況給需要幫助者
為主，關懷組事前也有里長
陪同，去探訪這一些里民。

4.  9/7晚上舉辦今年度門徒學校
開課及幸福小組誓師大會，
共有12個小組來共襄盛舉，
除了有專人來演講激勵，另

外有安排呼口號的比賽，最
後順利選出第1名及2組優勝
隊伍。

5.  9 /8關懷組於第一場禮拜結
束後於教育館1F舉辦今年第
二次分區聯誼聚餐，邀請中
正區、大同區、大安區、松
山區、信義區的本會會友參
加，除了聯絡彼此感情，也
適時地更新聯絡資料，方便
聯繫。

6.  9/12晚上，本會婚姻小組，
於教會中庭舉辦中秋烤肉，

7. 9 / 2 1全國古蹟日 - -古蹟開
門，安排志工接待導覽。

8.  10/13重陽敬老主日，送70歲
以上的長者禮物。

9. 10/19 長執同工退修會於中
崙教會基立溪營地( 新北市
石碇區 )舉辦，邀請現任長
執、明年新任及輪休長執、
各團契會長、副會長、社青
小組長、QT小組長一同來參
加。

【民生教會】

1. 9/7（六）18：30協辦中原里
里民中秋聯歡（提供烏克麗
麗表演及邀請榮星歌仔戲團
盛大演出）

2. 10/6（日）15：00舉辦設教
30週年紀念感恩禮拜，懇請
舊雨新知，参與指教。

北二區會消息

1. 10月份北二區聖餐奉獻，奉
獻關心：深坑教會與愛慈基
金會。

2. 11/16(六)下午二時在台北和
平教會舉辦蕭東山牧師音樂
分享會。

【台北和平教會】

1. 10/06(日)聖餐禮拜(三堂禮
拜) 。

2. 10/19(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3. 10/20(日)青年主日 。
4. 10/20(日)週日樂響。
5. 11/04(一)台大愛心晚會。
6. 11/09、16、23(六)洗禮班。
7. 11/16(六)創世記查經班-蔡茂
堂牧師。

8. 11/17(日)台灣神學院奉獻主
日、新朋友聯誼會。

台北東門教會

1. 10/02(三)姊妹團契心靈園地
聚會，邀請洪士屏執事專
講。

2. 10/20(日)全教會心靈與服事
講座（三）。

3. 10/20(日)15:00布漾‧星傳道
師封牧暨就任原民堂牧師授
職感恩禮拜。

4. 10/26(六)姊妹詩班30週年回
顧感恩演唱會。

5. 10/27(日)舉行下半年度慈善
奉獻。

6. 10 /27(日 )姊妹團契例會專
講，邀請廖英茵老師主講。

7. 11/02(六)事工研討會。

8. 11/06(三)姊妹團契心靈園地
聚會，邀請林淑芬老師專
講。

9. 11/24(日)全教會心靈與服事
講座（四）。

義光教會

1. 2019.9/17-12/10每禮拜二上
午10:00-12:00義光社區學苑
第五期課程。將邀請精神科
醫師陳永興院長主持精神醫
學系列演講。歡迎教會兄姊
一起前來聆聽。

2. 10/06(日)舉行今年度第五次
聖禮典。

3. 1 0月份 (日期待決 )舉行第
十一屆長執改選。

4. 11/2(六)舉目向山祈禱會，
於新店二叭子公園。 

5. 11/23(六)於義光教會社區之

北一區 >> 消息 >>
林吟洋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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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教會】

1. 為9/1已舉行三位長老封立授
職，以及四位執事授職就任

獻上感恩。

2. 為昇格堂會、牧師監選及感
恩禮拜各樣籌備聖工，上帝

預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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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榮公園舉辦社區感恩音樂
會。歡迎參加。

6. 11/24(日)舉行新舊任長執事
工分享與研習會議。

仁愛教會

1. 10 /27(日 )召開臨時會員和
會～長執選舉。

2. 11/4-6(一～三)松大台南三日
遊，及參加松大總校30週年
感恩禮拜。

3. 11/16(六)14:00參加北二區於
台北和平教會舉行蕭東山牧
師生命見證會。

4. 11/23(六)9:30~15:00仁愛教
會事工研討會。

安和教會

1. 10/13(日)15:00參加金山區中
角灣淨灘活動

2. 10/27(日)秋季會外禮拜。
3. 11/16(六)9:00將舉行「事工
研討會」。

4. 11/24(日)感恩節特別禮拜。

台北大安教會

1. 10/08(二)10:00松年大學慶祝
重陽節。

2. 10/27(日)社青福音主日。
3. 11/4～6日(一～三)松年大學
前往長榮大學參加松大總校
成立3 0週年慶典，並至台
南、七股、關子嶺、梅山、
溪頭等地旅遊。

4. 11/09(六)夫婦團契舉辦「愛
的喜宴」，慶賀結婚滿十年
以上逢五或十週年紀念的夫
婦。

5. 11/16(六)19:00在台北教育大
學舉辦青年音樂佈道會。

6. 11/17(日)13:30舉辦全教會運
動會。

7. 11/23(六)舉辦2020年度事工
研討會。

8. 11/24(日)感恩節主日，禮拜
後全體會友合拍大團體照。
當天並贈送會友每戶一份
2020年月曆。

南崁大安教會

1. 10/6(日)15:00在本會舉行吳
天寶牧師九十歲生日感恩禮
拜，竭誠歡迎您與我們一同
慶賀。

2. 10/26(六)19:30在本會舉行
「上帝有情、人生有望」音
樂見證分享會，會中邀請加
拿大恩典合唱團，誠摯地邀
請您一起來領受音樂饗宴。

3. 11/3(日)9:30在本會舉行「靈
感的源頭」鋼琴福音音樂
會，會中將邀請榮獲法國
國際鋼琴首獎、Hilton Head 
鋼琴首獎、鋼琴家S a n d r a 
Wright Shen 仙杜拉，請兄姊
為此項事工關心代禱。

六張犁教會

1. 10/06(日)重陽敬老禮拜。
2. 11/24(日)感恩節感恩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10/06(日)重陽敬老禮拜，歡
迎松年陳家聲部長前來本會
講道與報告松年事工

2. 10/19(六)教會事工研討會：
總目標：建立溫暖的公舘教
會大家庭。次目標：每年教
會平均年齡降低一歲(教會年
輕化)。

3. 10/20(日)教會長執改選。
4. 11/05(二)參加松年大學總校

30周年紀念禮拜在台南長榮
大學。

5. 11/24(日)感恩節感恩禮拜，
會後關心近五年來到教會的
新朋友。

深坑教會

1. 10/06(日)聖餐主日
2. 每週三下午4 : 3 0兒童合唱
班。

3. 11/24(六)感恩節音樂見證禮
拜。

林口大安教會

1. 各團契年度計畫及改選。
2. 11 /24(日 )舉辦福音主日禮
拜，邀請福音歌手張頡牧師
詩歌見證分享會，歡迎弟兄
姊妹邀請未信主的家人和朋
友一同前來參加。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康寧街教會

1. 兒童主日學在今年第四季
10～12月第二、四週的星期
六，上午10點到下午2點舉
辦兒童週末歡樂派 (免費參
加)。

水源教會

1. 10/10-11(四-五)複式童軍團
前往金瓜石九份，在九份教
會宿營。

2. 攝影小組於10/25、11/29、
12/27週五晚上7點30分在教
會聚會，歡迎喜歡攝影的朋

友參加。

3. 弘遠齊唱團固定於每週六上
午10-11點在教會練唱，歡迎
喜歡唱歌的朋友參加。

4. 福音主日於1 2 / 1在教會舉
行，邀請許榮豐牧師主理。

5. 聖誕讚美主日於12/24(日)上
午10點舉行，中午一家一菜
愛餐，下午1點聖誕午會。
12/24(二)晚上7點30分汐科
火車站報佳音。

松山教會

1. 10/6松年主日，由松年團契

負責第一場禮拜的事奉。

2.  10/20兒童主日，由撒母耳
牧區兒童組負責第一場禮拜
的事奉。禮拜中並頒發獎學
金。

3. 10/27舉行洗禮與聖餐。
4.  11/3約書亞牧區邀請黃顯光
牧師教導拉法課程。

5. 11/24舉行感恩節聯合禮拜。
6.  12/20松年大學暨社區關懷據
點舉行2019學年度第一學期
結業式。

7. 12/21（六）舉行聖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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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牧師

蘭陽區會消息

1. 9/7(六)下午2:00『星中婦女
部蘭陽區婦女聯誼會』於礁
溪教會舉行『與主契合一生
價值』，由郭亞聖傳道主
講。

2.  9/17(二)上午9:30於大南澳
教會召開蘭陽區會第四次會
議。

【宜蘭教會】

1.  本會中山國小生命教育(晨光
故事時間)，從9/17起每週二
上午07:45~08:25進班服事，
願上帝賜福！

2. 本 會 訂 9 / 2 2 ( 日 ) 上 午
8:30~12:30於宜蘭市中山國
小小巨蛋舉行全教會運動會
(備午餐)，歡迎組員邀請家

人 (夫妻 /父母 /子女 )一同參
與。

3.  本會推動『道就是神』~抄
寫聖經『約翰福音』活動，
抄寫完成後請給小組長驗收
簽名。★2019/9/30(一)前完
成抄寫者頒發禮物一份以資
獎勵！

羅東教會

1. 本會松年大學訂9/11(三)開
學，學費自由奉獻，行政
費300元，歡迎兄姊報名就
讀。

2. 9/11開始每周三下午3:30開
辦「兒童合唱團」、晚上
7:00開辦「長笛班」。

3.  恩典查經班已開始聚會，時
間每週三下午2:30，歡迎參
加。

4.  明年(2020年)10月24日~11月
4日，教會將舉辦聖地(耶路
撒冷、西乃山等地)之旅，有
意者請至辦公室領取資料。

5.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
四結各教會事工奉獻、關心
代禱。

冬山教會

1. 9/21-22新住民迦拿團契在小
牧人民宿舉辦生活營，請為
姊妹們與家人在營會中有機
會領受上帝的恩典祈禱。

2. 本會長者班開課囉！活動免
費備有午餐 (每週二到四，
第二期9/10-2020/1/16)，時
間：上午9-12點，歡迎兄姊
邀請鄰居長者前來參加成
長課程，也請兄姊關心與代
禱。

【基隆教會】

1. 10/6聯合禮拜、聖禮典，並
慶祝「敬老節」，為七十歲
的長者祝福。同時舉行「第
二十一屆長執選舉」。

2. 10/20為「教會教育事工紀念
主日」，由主日學老師與小
朋友一起服事。

3. 1 1 / 2 4主日禮拜（國語堂
11:00）幸福小組名人分享，
邀請史上最強提案王～黃志
靖蒞會分享。

正濱教會

1. 正濱社區成長班：秋季班
課，主題：花漾（玩創意輕
海棉花）

2. 上課時間：每周二下午2:00-
3:30) 地點：正濱會議室。

3. 正濱周末兒童繪畫班：每周
六12:00-1:30指導老師：郭
瀚仁老師

4. 正濱周末兒童奧林匹克數學
班：每周六下午1:30-2:30指
導老師：江筱婷老師

東明教會

1. 致福益人學苑秋季班課程 

(本期10周)
A. 手工皂（周二）晚上7:00-

8:30指導老師：吳麗玲 (材
料費1000元)

B. 手語讀書會（周三）晚上
7:00-8:30指導老師：柯嘉
慧師母（聾人老師）

C. 陶笛班（周四）基礎班 晚
上7:00-8:00指導老師：謝
春滿

D. 陶笛班（周四）進階班 晚
上8:00-9:00指導老師：謝
春滿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12/22（日）聖誕節聯合禮
拜，舉行洗禮與聖餐。

南港教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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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6世界聖餐紀念主日禮拜
中舉行聖餐。同時配合重陽
節敬老活動，教會為70歲以
上長者贈送禮金。

3. 10/20教育事工主日，當日為
親子禮拜，邀請主日學小朋

友參與主日禮拜之讀經、禱

告、司獻、招待、敬拜讚美

等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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