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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的認知差異
由於過去曾經歷過「威權」與「性別

歧視」時代的惡行，造成我們某些時候對於
“權柄”、“順服”感到厭惡，而運用抗
議、大聲咆嘯，甚至使用武力來表達不滿。

但是，「權柄」卻也一直無法遠離我
們。例如：執法、投票選舉、公務、監護、
安全界線…，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擺
脫不了。

上帝的創造中，給予人的權柄～管理、
治理這地、執行神的旨意。然而～

▲我們若對權柄有錯誤的認知，只抱持著民
主、人權至上的思維，是難以瞭解神國法
則的。

一則見證：I-35W公路大橋上一個順服神的
神蹟

2007年8月1日（三）美國明尼蘇達州
明尼亞波里I-35W公路大橋，在下午6:05下
班尖峰時間，無預警情況下突然斷裂，橋身
至少斷成四段，50幾輛車掉進深達20公尺的
河裡。這個令人怵目驚心事件，除了死傷之
外，背後神奇妙保守的故事。

一個叫做馬太的年輕人，他是個熟悉上
帝聲音的人，見證：

「當時我剛回家沖了個澡，然後要過
I-35 W橋去接一個朋友。」馬太回憶說：
「我正開車朝著明尼亞波里市前進，路上交
通十分擁擠。」

「我一面禱告，正在和主說話時，下一
分鐘，主給我看到一幕異象。在異象中，我
看到一座橋在搖撼，然後開始崩潰斷裂，我

看見兩輛汽車從橋端掉進密西西比河。於是
我問主：『主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祢
要告訴我。』」

「主對我說：『停車！』（當時我離橋
只有一百呎遠）」

「祂說：『你必須立刻停下來！』我
說：『主啊！我後面還有車子。』（當時跟
在他後面的車陣已經開始向他按喇叭了。）
但神說：『沒關係，你只管停下來。』所以
我就停車，然後主說：『你看！』」

「一些車子從我身邊繞過去，當時我離
橋約20呎。就在此時，橋突然崩塌、斷裂，
我看見兩輛汽車從橋上掉了下去，令我倒抽
一口氣。」

「起初我就坐在車裡等候，一面感謝
主，因為在橋上的原本應該是我。接著人們
走上前來對我說：『謝謝你！』」

▲若僅以自己的想法為主見，而以在上位的
權柄來管理人群，也是偏離了主耶穌基督
的法則。

一則啟示～「權力的傲慢」

一位DEA（美國聯邦緝毒總署）的官
員在德州的一個牧場停下來，對一個老牧人
說：「我要檢查你的牧場，看看有沒有種植
非法的藥物！」

這個牧人說：「OK！不過您不要走近
牧場的那邊…」他指著那個方向。

這位DEA的官員大聲的說：「喂！先
生！我有聯邦政府賦予我的權力！」

從他的後口袋中秀出他的徽章，很驕
傲的展現給這個牧人看。「看到這個徽章沒
有？這個徽章代表著，我可以到任何我想要

／陳天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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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地方去。…在任何的土地上。」

「不得有任何疑問或回答！！我說的夠
清楚了嗎…你懂了嗎？！！」

這個牧人有禮貌的點點頭，道歉，走開
去做自己的農活去了。

沒有多久，這個老牧人聽到悽慘的大
叫，探頭出去看，看到這位DEA的官員沒命
的奔逃，在他的身後是這個牧人所養的一頭
Santa Gertrudis 牛…。

老牧人丟下他的工具，跑到圍籬邊，用
他全部的肺活量大叫到…「你的徽章，秀出
你的徽章…」

我們在這兩個意念的拉扯中，需要尋找
一條出路，就是一條與神更親近的路。使徒
保羅這樣說（羅馬書12:2）：「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保羅經歷的權柄
我們透過使徒行傳這段經文來調整我們

對權柄的認知。

1. 亞基帕王的權柄

使徒保羅向亞基帕王陳述實情。

～代表著保羅敬重社會群體所立的權
柄。

2. 祭司長的權柄（vv.9-11）：保羅「從祭
司長得了權柄」

～代表著保羅順服著信仰團體的權柄。

3. 主耶穌的權柄（vv.12-18）
主對保羅說：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
證。

我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差你到那裡，使他們（主耶穌使掃羅領
受權柄執行以下任務）～眼開、從黑暗歸向
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因信罪得赦，和
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代表著當信仰群體與主的心意相對立
時，保羅選擇順服主。

真正的權柄，就是我們生命對神的敬
畏、與神相近，並帶著神的心意去祝福周圍
的人。

【獻聘、續聘】
1. 五常教會聘任牧師施貞同為第一任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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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山中會移轉牧師邱淑貞之牧師籍至本中
會。〔收 68-242〕 

② 信義教會傳道師陳俊雄自 2019 年 09 月
30日離任（9月 24日接信義教會〔台基
長星 (2019)信義字第 008號〕函〔收 68-
250〕）

③ 總會傳道委員會同意陳宜君延派申請。(9月
26日接總會傳道委員會〔台基長 (64)總傳
字第 113號〕函〔收 68-253〕)

議事：
一. 確認第69屆第1次中會議會議案。
二. 同意接納松年部主辦高齡關懷事工研習會
申請案，並轉送總會「一領一 新倍加推動
中心」高齡關懷事工小組辦理。

三. 推派特會員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
師陳賢豪、長老張宏德、長老林萬賀於
2019年10月27日下午3點在榮星教會舉行
主持五常教會昇格堂會暨牧師施貞同就任
第一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四. 討論2020年支會傳道師謝禮補助標準。
五. 同意接納小型教會申請事工補助，增加補
助台北復興教會。

六. 同意接納汐萬路教會建堂募款案，自2020
年2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為期一年向中
會內各教會募款，並送第69屆第2次中會
議會作議案討論。

七. 同意接納修改七星中會幹部、中委、總委
選舉辦法第4條修訂案，並送第69屆第2次
中會議會作議案討論。

八. 同意接納傳道師陳俊雄申請病假：自2019
年10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並轉送傳
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九. 同意接納基隆教會牧師卓志傑請辭副書
記。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10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11次中委會議錄

【續聘】
1.  羅東教會聘任牧師張簡麗琪為關懷牧師派駐

五結教會，任期2019年11月1日起與主任牧
師王榮信牧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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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祈禱事工的困境與突破（上）
蔡政道牧師

教會禱告事工的困境

如果詢問教會的牧長，什麼是教會最重
要的事工？相信許多人的答案應該是禱告事
工。但，平心而論，禱告事工卻是教會中最
難以推動的事工之一。今日教會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的禱告太少了，同時對禱告所帶來
的改變，也很少寄予期望！聖經中說：『你
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雅四 2）。
這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上帝垂聽我們的禱
告，祂也答應成全照祂旨意祈求的，相對的，
我們的信心真是太小了！

我們不得不再一次來思考如何振興教會
的禱告事工！

首先，我們先來思想，教會禱告事工最
大的傷害是什麼？我們要知道任何美好的屬
靈事物，都可能因形式化而失去真正的屬靈
意義；特別是禱告和敬拜，最容易因形式化，
而失去了動力。達拉斯神學院前任舊約教授
傑克迪爾觀察現代教會的問題，發現教會有
許多的軟弱，面對問題充滿無力感。這位教
授認為，這種情況和宗教信仰形式化有很大
的關係！他認為信仰形式化有三個特色：
一 . 知識代替生命：

用宗教的知識代替信仰的生命。我們往

往擁有豐富的聖經的知識，常常在信仰或是
神學上思考辯論，當然這不是壞事，但是，
如果沒能活出基督的生命，結不出聖靈的果
子，那實在是很可惜。
二 . 傳統代替能力：

很多教會在介紹自己的特色時，都會說
明教會有什麼優良的傳統，以這些傳統感到
驕傲。但是，這些傳統卻沒能帶來力量！有
豐富的教會傳統，可是卻沒有屬靈的能力，
就無法發揮教會的功能！
三 . 儀式代替關係。

另外，教會有辦不完的宗教活動，但是
信徒卻沒有享受神的同在。信徒參加許多教
會的活動但是卻沒有真正透過這些活動與上
帝建立關係，也許參與的當下充滿快樂，但
是卻沒能帶來生命的更新，那實在是相當可
惜。

因此傑克迪爾發現當教會一旦落入這樣
的情況，就會充滿無力感。這些現象就是宗
教信仰的形式化，是教會復興的大敵！唯有
更新改變才能面對形式化這個大敵。

教會禱告事工的問題

而我們用此檢視教會的禱告事工時，會

【關懷牧者異動】
① 東美中會移轉傳道師布漾・星之傳道師籍至
本中會。

議事：
一. 在權利變換或某些事宜往往因專業資訊不
足，造成資產、利益之損失，北大聘有都
更諮詢顧問：松山教會郭鐘熿長老協助相
關事宜，歡迎教會諮詢。

二. 2019年度宴請退休傳教師，時間：2019
年12月11日（三）中午12:00。地點：海
霸王北區旗鑑店，舉行退休牧者夫婦年度
聖誕聚餐，歡迎新舊任中委及財團法人董
事長與星中退休牧師夫婦一同出席。

三. 討論第69屆第2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時
間：2020年01月13日（一）上午10:00，
地點：馬偕醫院9樓第一講堂召開(選舉)
召開。 (提案截止日期為2019年11月20
日) 組織會：2020年01月20日（一）。地
點：雙連教會。

四. 同意接納中興教會購買禮拜堂，請教會提
出銀行還款計劃，再由星中財團法人董事
會評估相關資料後，協助辧理銀行貸款事
宜。

五. 推派特會員牧師陳天來、牧師陳文欽、牧

師王榮信、長老柯榮貴、長老胡燕妮於
2019年11月24日(主日)下午3點在五結教
會舉行五結教會獻堂暨羅東教會牧師張簡
麗琪就任關懷牧師派駐五結教會授職禮
拜。向屏東中會申請辦理牧師張簡麗琪移
轉牧師籍至本中會。

六. 同意接納移轉傳道師吳佩琳之傳道師籍轉
至台北中會。

七. 同意接納並提報七星中會2020年牧者最低
謝禮標準。

八. 審核松年部高齡關懷事工研習會核銷案，
並轉送總會「一領一 新倍加推動中心」高
齡關懷事工小組辦理相關事宜。

九. 討論松年部章程及事工細則修改相關事宜
一〇. 同意接納補助婦女部事工補助款。 
一一. 同意深美教會小會全責牧養百福教會，目

前暫不關閉，但從2020年起中會無由再給
予百福教會補助。

一二. 同意接納推薦牧師林耀星申請就讀台灣神
學院神學研究所教牧博士班，轉送台灣神
學院辦理，公決通過。

一三. 同意接納推動性別公義相關課程成為中會
訓練課程，請傳道部、教育部，將相關課
程列為傳教師及長執之必要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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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呼召探索之旅-- 

駱昆和牧師及家庭介紹

駱昆和牧師出生於雲林縣土庫鎮，母會
是馬光教會。信仰根源來自於曾祖父駱老馬
的蒙恩，曾祖父在一偶然的機會從蘇格蘭宣
教師聽到福音後，大受感動，故於 1900年
在土庫教會為廉得烈牧師來施洗。因著這樣
的信仰傳承，我於 1975年堅信禮。之後之
求學過程相當順利，大學就讀於政治大學會
計系，服完預官兵役後在真理大學擔任助教
一年，隨即前往美國留學完成碩士學位。返
國後即在私人公司服務。因著對宣教的使
命，及自上帝來的呼召，在工作一段時間後，
便進入台灣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班。

1996年與林淑美牧師結婚，育有二個

小孩，兒子及女兒目前皆就讀大學中。淑美
牧師是台中清水人，因著父親至彰化基督教
醫院就醫，經歷上帝奇妙的醫治，基督的信
仰進入了這個家庭，淑美牧師也在大一時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大學及研究所時期分別主
修西洋語文以及教育心理，後來回應上帝的
呼召，陸續完成台灣神學院道碩及神碩的課
程，畢業後隨夫至教會一起配搭服事。

從神學院畢業之後，我們於 2009年 8
月受派至嘉義中會布袋教會擔任傳道師。受
派服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受派至
教會的第一個禮拜就遇上八八水災，禮拜堂
嚴重淹水，會友也因家中積水無法外出，所
以受派第一個禮拜主日就暫停聚會。2012
年受封立成為布袋教會第六任牧師。台灣西
海岸在福音地圖上是一個艱困地區，民間信
仰鼎盛，但即便如此，卻有許多信仰的開拓

新任牧者介紹——第一教會駱昆和主任牧師、林淑美教育牧師
駱昆和牧師

發現現今教會的禱告事工往往落入以下的問
題：
一 . 禱告會變成另一場禮拜：

多數教會的禱告會成為另一場禮拜，不
論形式或是內容都和一般禮拜大同小異，雖
說不一定不好，但是一旦信徒習慣於這種方
式，自然而然無法區別禮拜和禱告聚會的差
異！理所當然，無法帶來祈禱的熱情！
二 . 禱告的聚會成為相對的少數

由於聚會的形式化，造成參與信徒的冷
淡，自然使得禱告的聚會不論質或者量都大
幅衰退！
三 . 禱告的焦點放在祈求和代禱

多數教會的禱告事工，會將祈求和代禱
放在事工的重點。而忽略禱告是尋求上帝旨
意的一個過程。因此，當我們帶著熱情為自
己和別人的需要代禱時，往往忘了要先親近
神，聽上帝的聲音，尋求祂的心意。這樣的
禱告事工帶著負擔來推動，沒能讓代禱者先
享受與神同在與神同工的喜樂，無怪乎參與
者越來越冷淡！

教會禱告事工的核心

因此，我們要明白，禱告事工有三個重
點：
一 . 禱告事工是尋求神的旨意的過程： 

禱告事工不是照我們的意思去求，而是
尋求上帝的心意，照著上帝的心意去祈求，
照著上帝的心意去做，這才是禱告事工的重

點。因此，禱告事工絕對不能忽略研讀上帝
的話。研讀上帝的話和禱告傾聽形成禱告事
工的重心！
二 . 禱告事工是調整人的生命的工作：

禱告事工也是調整人生命的工作，也就
是，在禱告中調整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的心意
符合，正是禱告事工的核心！所以，我們要
明白，禱告不是用來命令上帝成全自己的想
法。禱告乃是用謙卑的心來求上帝的心意。
明白一切是神在掌權而不是自己在作主。求
神在禱告中調整更新我們！就像耶穌在客西
馬尼園的禱告一樣，祂禱告說：「我父啊，
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廿
六 39）「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太廿六
42）耶穌的禱告和人的禱告不一樣，祂是以
上帝為中心，一般人是以自己為中心。一般
人求自己的需要，耶穌求上帝的需要。並且
在禱告中調整自己！
三 . 禱告事工不是活動而是一種運動：

再則，禱告的事工不是一項項的活動，
舉辦完了就結束了。禱告事工是一場運動不
斷地持續下去才能帶來果效！我們利用一場
場的活動把禱告的運動串起來，並且鼓勵信
徒把禱告帶到生活中，如此，教會久而久之
便充滿禱告的氛圍！

總而言之，今日教會需要面對禱告事工
的困境，並且力求恢復禱告事工的真諦！願
上帝成全我們，使眾教會都成為萬民禱告的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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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持續投入這地區的福音事工，包括早期的
本宗宣教及近二十年的其他教派的積極參與
投入。在布袋教會服事約有五年半的時間，
最初到任時主日聚會人數約 40人，主日學
約 10人。隨著關懷事工的建立，及社區陪
讀班的開始，聚會人數漸漸增多，主日學事
工頗為興旺。2015年於文山教會就任主任
牧師職， 2019年八月就任第一教會第六任
主任牧師。

回想過去一段時間的服事，深感上帝僕
人的服事是謙卑的服事，當上帝的召命臨到
時，他只能謙卑領受，奮勇向前。他心裡只
有一種覺悟，知道這是一個重要時刻，既有
上帝的呼召，我就願意成為一個器皿，歡喜
為上帝而活、全心全力的擺上來事奉。當時

間一到都要心存感恩、平靜的前往下一個服
事的工場，讓後續者來接棒、來成全上帝旨
意與工作。

我們的上帝真的很棒，他引領我們家，
讓我有機會服事眾教會，有時深覺個人領導
能力的不足、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回想過
去年日，和許多牧者同工一起服事上帝，實
在是生命中很珍惜的一段事奉歷史、美妙的
人生經歷，大家都曾盡心盡力的擺上。服事
中深覺我們都只是上帝國建造過程中的器
皿，因信仰覺悟與看見來興起發光，並不斷
去見證他無比的榮耀，在這具挑戰性艱鉅的
後現代教會，我們看到什麼？要作什麼？願
我們再受差遣，勇往直前，榮耀主的名。

 【濟南教會】
1.  11/10(日)舉行設教123週年
紀念講座，邀請鄭仰恩教授
以「在帝國夾縫中的生存之
道？從但以理到潘霍華」發
表演講。

2.  11月神學禮拜日於11/10舉
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邢福增院長分享
他近年來的信仰反省《我城
哀歌．時代福音》，由陳文
珊老師主持，孫寶玲教授回
應。

3.  11/10青年牧區聯合聚會，
邀請盧怡蒨諮商心理師於心
情電影院分享，主題「不幹
了！我開除了黑心公司」。

4.  11/24舉行設教123週年暨手
抄聖經奉獻禮拜。

5.  12/7晚上6:00舉行福音餐會
暨電影欣賞「不可能的奇
蹟」。

6.  12/22舉行聖誕讚美禮拜。

【中山教會】

1.  11/2召開「2019年教會事工
檢討會及2 0 2 0年度事工計
畫」，邀請新舊任長執參
加。

2. 11/24福音主日，兩場主日禮
拜中邀請「就是愛豐盛號」
老闆許岷弘弟兄見證分享：
「經歷豐盛恩典的創業之
路」。

3.  11 / 3成人主日學聖經研讀
班，由陳博文長老主領信仰
生活分享，主題:「以耶穌基
督犧牲的愛實踐以善勝惡的
愛」。

4.  11/10兒童主日學於吉林國小
舉行運動主日。

5.  11/17兒童主日學將在老師的
教導下，製作可口美味的”
三明治”與恩友之家的兄姊

分享。

6.  11/17下午2:00~4:00社青團
契與迦拿團契於教育館B1合
辦桌遊比賽聯誼會，這是繼
本會桌球賽之後，有機會長
輩與年輕人的互動，桌遊的
遊戲項目是”拉密”觀迎兄
姊觀戰同樂。拉密（英語：
Rummikub），又稱為拉密
數字牌、俄羅斯麻將、魔力
橋，是一種適合2至4人的桌
上遊戲，由以色列人Ephraim 
Hertzano於1930年設計，適
合小組破冰、家庭祭壇、團
契會後活動，歡迎大家多加
學習應用。

7.  預計12月份於中庭辦理「中
山2019年照片回顧展」。

8.  關懷鄰里，藉由不定期的探
訪、刊物贈送、關懷禮金發
送，近期也將製作好的精美
月曆與鄰里一同分享。

北一區 >> 消息 >>
林欣慈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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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台北和平教會】

1. 12/14(六)14:30聖誕慶祝午
會。

2. 12/15(日)10:00聖誕節聯合禮
拜‧聖禮典。

3. 12/21(六)10:00蔡茂堂牧師查
經班、15:00聖誕福音聚會。

4. 12/22(日)10:00聖誕節聯合禮
拜‧清唱劇。

5. 12/24(二)13:30關懷站結業
式。

6. 12/31(二)20:00跨年半宵禱告
會。

7. 1/11(六)10:00蔡茂堂牧師查
經班。

8. 1/18(六)和平青田社區日。
9. 1/26(日)10:00新春稱謝禮拜

(聯合禮拜)。

台北東門教會

1. 1 2 / 1召開定期長執會、小
會、問道理。

2. 12/15舉行聖禮典（聖餐+洗
禮）。

3. 12/22聖誕讚美禮拜，主日
學、撒母耳學校舉行聖誕節
聯合慶祝會。

4. 12/22疼厝邊年終講座:關懷
夥伴教會，邀請活水泉吳得
力牧師分享。

5. 12/24舉行聖誕夜禮拜。
6. 2020/1/5召開定期長執會、
小會。

7. 2020/1/25新春稱謝禮拜。

義光教會

1. 2019.12/3-12/10每禮拜二上
午10:00-12:00義光社區學苑
第五期課程。由精神科醫師
陳永興前羅東聖母醫院院長
主持精神醫學系列演講。

2. 12/8舉行今年度第六次聖禮
典。

3. 12/7(六)於石碇淡蘭古道舉
行12月份舉目向山祈禱會。

4. 12/29(日)舉行新舊任長執事
工研習會議與交接。

5. 1/05(日)舉行第十一屆長執
就任式。

6. 1/25(六)上午10:00舉行新春
稱謝禮拜。

仁愛教會

1. 12/14(六)10:00舉行松年大學
畢業感恩禮拜、動態成果表

演。

2. 12/21(六)17:00舉行聖誕愛
餐、晚會。

3. 12 /22(日 )慶主聖誕讚美禮
拜。

4. 1 / 0 5 (日 )主日禮拜舉行長
執、機構團契會長就任。

5. 1/26(日)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大年初二)。

安和教會

1. 12/20(五)社區聖誕節報佳音
活動

2. 12/22(日)舉行聖誕午會及聖
誕愛宴。

3. 12/22(日)舉行今年度第六次
聖禮典、聖誕讚美禮拜。

4. 1/05(日)舉行新任團契會長
就任式。

5. 1/26(日)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大年初二)。

城東教會

1. 12/1(日)待降節第一主日，
舉行聖禮典。

2. 12 /22(日 )舉行聖誕讚美禮
拜、聖誕午會及聖誕愛宴。

3. 12 /24(二 )聖誕節報佳音活
動。

4. 12/29(二)舉行新任團契會長
就任式。

5. 1/26(日)舉行新春稱謝禮拜
(大年初二)。

台北大安教會

1. 12月「感恩聖誕愛滿人間」
2. 12/1(日)13:00聖誕義賣。
3. 12/8(日)13:00送愛到鄰舍－
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社區
服務，街道清掃。

4. 12/14(六)11:00-15:00兒童聖
誕聯歡會。

5. 12/15(日)10:30聖誕讚美禮拜
I－各詩班獻詩。

6. 12/22(日)10:30聖誕讚美禮
拜II－聖歌隊主領，13:30-
15:00聖誕慶祝會，15:00-
16:00聖誕茶會。

7. 12/24(二)19:30～20:30平安
夜燭光禮拜。

8. 1 / 0 5 (日 )團契詩班首長就
任。

9. 1/19(日)會員和會。

南崁大安教會

1. 12 /15(日 )9 :30在本堂舉行

【第一、二場聯合聖誕讚美
禮拜】，聖誕歌曲在街頭迴
盪，教堂傳來四部合唱曲，
你可否在每一首聖誕歌曲都
是生命故事，台北聖樂團
邀請您透過音樂再一次感動
你。

2. 12/21(六)19:30在本堂舉行
【雙琴合一】聖誕音樂晚會
鋼琴與小提琴相遇，碰出感
人樂章，特邀請音樂家卓甫
見、國家交響樂團小提琴家
王致翔，帶你進入如詩如夢
的聖誕節期。

3. 12 /22(日 )9 :30在本堂舉行
【第一、二場聯合聖誕節音
樂讚美禮拜】老和少聖誕節
平安到了!哪裡有好聽的聖誕
歌曲呢?南崁大安邀請你一
起聆聽。

六張犁教會

1. 12/22(日)聖誕讚美禮拜。
2. 1/25(六)新春感恩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12/17(二)晚上六時大學生祝
福小組聚會，每月一次鄰近
大學學生。

2. 12 /21(六 )聖誕愛餐與慶祝
會。

3. 12/22(日)聖誕讚美禮拜、洗
禮、聖餐。晚上前往新光三
越百貨報佳音。

4. 2 0 2 0 / 1 / 5新任長執會長就
任。

深坑教會

1. 12/15(日)音樂見證歡慶聖誕
和社區朋友方享愛與大餐。

2. 12/22(日)聖禮典。
3. 2020/1/1元旦全教會健行。

林口大安教會

1. 12/22(日)教會舉辦聖誕音樂
禮拜與一戶一菜活動，邀請
弟兄姊妹與里民一同歡慶聖
誕節。

2. 12/11(三)9:00-12:00，教會與
長庚大學合辦社區輔具體驗
活動，邀請弟兄姊妹與里民
共同參與。

3. 1/8(三)9:00-12:00，由長庚大
學工設系學生展現幾次進入
文青里課程所搜集的當地議
題，於教會舉辦成果呈現，
邀請弟兄姊妹與里民共同參
與。

七星中會星中通訊6

2019年　11,12月　第227期2019年　11,12月　第227期



金陵教會

 ■聖誕系列活動有三，願上帝
使用各項的福音行動，成為
傳遞耶穌基督為眾人降生的
好消息：

1. 12/14(六)下午6點起舉行聖
誕愛宴與聖誕晚會-有混齡的
小提琴班演奏、還有精彩的
超級好朋友聖誕劇演出。

2. 12/22(日)上午10:00舉行聖誕
讚美禮拜，將由金陵弦樂團
與聖歌隊獻上聖誕組曲。

3. 12/23(一)晚上8:00起舉行聖
誕報佳音。

五常教會

1. 第三期幸福小組熱情開始，
充滿感恩，盼福音廣傳＆裝

備門徒。

2. 2.12/22（日）聖誕福音主日
＆愛餐，邀請Best體驗耶穌
降生的喜悅。

3. 3.12/24（二）晚上與中山區
聯禱會連結報佳音行動。

4. 4.12/31（二）晚上6:30-9:00
歲末感恩祝福餐會。

北三區 >> 消息 >>
林君杰 牧師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水源教會

1. 福音主日於12/1(日)上午10
點在教會舉行，邀請許榮豐
牧師主理，歡迎新朋友參
加。

2. 聖誕國泰汐止醫院音樂活動
和病房報佳音於12/14(六)上
午10點舉行。

3. 聖誕讚美主日於12/22(日)上
午10點開始，中午愛餐一家

一菜，下午1點聖誕午會。
4. 汐科火車站聖誕報佳音於

1 2 / 2 4 (二 )晚上7點3 0分舉
行，現場有聖誕歡唱、發傳
單、贈小禮物。

5. 同工就任禮拜於1/5主日上午
10點舉行，下午1點召開新
年度事工協調會。6攝影小
組12/21舉行板橋耶誕外拍
活動，1/4前往基隆外拍，歡

迎喜歡攝影的朋友跟教會聯
絡。

康寧街教會

1. 12/21下午，4:00開始於教
會、樂活公園、東湖國小、
哈拉影城舉行快閃報佳音活
動。

2. 12/22(日)聖誕節主日禮拜後
舉辦聖誕福音餐會於海霸王
餐廳。

【基隆區消息】

 ■基隆區眾教會12月份聖誕活
動

A. 12/7(六 )19 :00-20 :00開幕
式～聖誕點燈晚會

B. 12/22(日)18:00-20:45聖誕晚
會。各教會聖歌隊參與「百

人詩班大合唱」。

安樂教會

 ■2019安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C
級巷弄長照站

1. 因應安樂關懷協會看見社區
松齡人口日增，配合政府重

視銀髮族的健康促進學習

與加強人際網絡，經社會

處審核通過設立『安樂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C級巷弄長
照站』，藉由各樣的課程學

習、餐食服務、訪視、電話

問安、全人關懷及健康促進

活動等，增加生活內涵，強

化人際互動、豐富長者生命

品質，活化健康大躍進。

2. 課程內容

上午 下午

星期一
健康促進
經絡愛保健

長照延緩課
/手作藝術

星期二
體適能
歡 唱 卡 拉
ok

大腦體操
認知活動

星期三
心靈 SPA
讀書會

多元活動
/日文教唱

星期四
體適能
養身健康操

社區互動
唱心聲

星期五
健康講座
呷健康顧勇
健

生活美語
趣味諺語

3. 上 課 時 間 ： 上 午 時 段
09:30~16:00。每週ㄧ至五上
課，每週十個時段，共18週
堂課。

4. 上課地點：基隆市中山區西
定路130號 (安樂教會多功能
空間教室及101教室。)

5. 上課期程：第三學期2019.9
月起～12月底。共四個月課
程。

6. 上課費用：每月200元。供
一餐繳(4個月)優惠收600元 
(含每週二的一次供餐) 。

7. 二餐收費優惠收1 0 0 0元。
3~5餐優惠僅收1999元喔(每
天上3小時課程)

8. 報名專線：2422-5623 安樂
教會-林幹事

9. 服務對象：65歲以上長者。       
10. 指導單位：基隆市政府社會
處、中山區公所       

11. 執行單位：安樂關懷協會

深美教會

 ■2019巴塞隆納社區的C級長照
2.0 社區的教室。 
--設有一名社工人員及一名看
護人員。

1. 課程內容

上午 下午

星期一 電子琴 製作地方小吃

星期二 -- 製作醃製品

星期三 廣場舞 材藝課程

星期四 -- 縫紉課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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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牧師

【蘭陽區會消息】

1.  11/12(二)上午9:30於宜蘭教
會召開蘭陽區會第五次會
議。

2.  11/24(日)下午3:00五結教會
舉行獻堂暨張簡麗琪牧師就
任感恩禮拜。

3.  12/8(日)下午3:00將於礁溪教
會舉行「蘭陽區救主聖誕聯
合聖餐禮拜」。

4.  12/16(一)上午11:00，於宜蘭
千藝餐廳舉行現任牧者夫婦
與退休牧者夫婦聖誕聯誼餐
會。

宜蘭教會

1.  11/12(二)上午10:00『七星
中會』姊妹中會『韓國北
首爾中會&馬來西亞南部區
會』，將前來本會參訪

2.  聖誕節福音 (佈道 )餐會：
12/21(六)11:00~14:00於『金
樽餐廳 (東港路一段 )』舉

行，餐會中由『小馬弟兄見
證分享』【當天憑餐券入
場】。

3.  宜蘭市眾教會與宜蘭縣政
府、宜蘭市公所聯合舉辦
第五屆 {愛在聖誕，愛在
宜蘭~聖誕點燈音樂會}活
動一 :聖誕點燈11/24(日)下
午5:30~6:30、活動二 :  愛
在聖誕愛在宜蘭音樂會 
12/22(日)19:00~21:00，地
點:市民之森廣場。

羅東教會

1.  11/16(六)上午7:30~9:30第
十一屆宜蘭縣祈禱早餐會於
村却國際溫泉酒店國際廳舉
行，邀請兄姐預備心參加。

2.  本會推動全教會的每日讀經
運動！可選擇參加下列按進
度的小組：拜二上午8:00-
9:30、拜三下午2:30-4:00、
拜四上午  9:00-9:30、拜五
7:30-8:30禱告會。

3.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
四結各教會事工奉獻、請關
心代禱。

三星教會

1.  建堂進度分享：11/10目前
禮拜堂完成結構補強，新舊
建物1、2樓部分牆面打通，
社教館已完成2樓頂板模綁
筋灌RC。預定2020年5月完
工。總工程款1,950萬元。建
築奉獻基金600萬元，借款
500萬元，還需要募款850萬
元。懇請全體信徒及外出打
拼的兄姊，一起參與關心、
代禱和奉獻。

蘇澳教會

1. 為籌措教會建築貸款還款經
費，舉行煙燻鴨肉義賣，歡
迎洽詢蘇澳教會或蝦皮搜尋
「蘇澳教會義賣」。

2. 為關心南方澳外籍漁工，特
舉辦募集盥洗用品，懇請教
界寄至蘇澳教會。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上午 下午

星期五 手語教學 卡拉 OK

2. 上 課 時 間 ： 上 午 時 段
10:00~11:30。下午時段下午
2:00~4:00每週一至五上課。

3. 上課地點：巴塞隆納社區教
室，連絡電話：24660475 
(深美教會)

 ☆不定期舉辦醫療講座，或出
外參觀，積極參與市府敬老
活動及比賽併獲優勝。

正濱教會

1. 社區成長班——秋季班：創
意節慶設計) 週二下午2:00-
4:00 (免費) 對象：不限
A. 十一月份：海綿捧花設
計、韓式擠花研習

B. 十二月份：舉辦『花漾』

創意海綿花觀摩展。 (日
期：2019/12/11-15地點：
正濱教會)

3. 社區兒童繪畫——每周六中
午12:00至1:20 對象：兒童, 
指導老師：郭瀚仁

4. 奧林匹克數學——每周六下
午1:30-2:30。對象：國小生,  
指導老師：江筱婷、陳正浩 
(定期推派學童參與奧林匹克
數學檢定)

5. 聖誕讚美主日12/22(日)，會
後舉辦外燴愛宴，並由青契
安排精彩節目演出！

基隆教會

1. 十一月份啟動第六屆門徒
訓練(每週六10:00-12:00上
課)。

2. 十一月份完成本年度下半年
「幸福小組」福音事工，並

於11/24主日禮拜（國語堂
11:00）邀請程大洲弟兄幸福
小組名人分享。

3. 12/15第三主日分兩堂舉行
「聖禮典」。

4. 12/21(六)晚上7:00-8:30舉辦
「好聲音聖誕音樂晚會」，
何美意老師伉儷會中獻唱及
見證神的愛。

5. 「百人詩班大合唱」。於
10/20、11/17、12/8，三次主
日15:00-17:00，在本會禮拜
堂練習。

6. 12/22主日舉辦「聖誕讚美
聯合禮拜暨慶祝會」，同時
舉行「第二十一屆長執就任
式」。會後愛餐，主裡肢體
享受愛的筵席。

7. 12/29主日舉行「2019年團契
會長就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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