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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謹代表中委會向所有的議員拜個早

年，願耶穌基督賜福大家新年快樂。第69屆
開始的議會，對我個人而言，是與大家一起
分享上帝的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有份
參與中會的事務。

從第68屆第3次會議，我以「職分和機
會」為講題，用以斯帖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我們每一個人所領受從上帝來的職分和機
會，看見信仰的前輩以斯帖怎樣為著以色列
百姓所做的事，也讓我們更加清楚，我們擔
當牧師、長老的職分、牧長的職分、中委的
職分。我們有這個職分，站在這個機會~台
灣的社會、台灣的教會生態…透過以斯帖的
故事再一次來提醒我們自己，也激勵我們自
己。

在上一次會議，我以「開始」為講題，
雖然是年底最後的一個議會，但是透過少年
財主的故事，我用另外一個角度，較正面的
來看，這位少年財主如果開始願意踏出第一
步，回應主耶穌對他的呼召，當他願意開始
去做改變的時候，的確可以成為眾人的祝
福，他的生命也可以分享，讓更多人得到幫
助。相對的，這個題目對我也是一個提醒。

今天，我用的主題是「我是誰？」，盼
望這三次的講道，能夠成為一個串連。當我
們有這個職分和機會，參與於中會的事務，
然後我們共同又有份於開始第69屆的事奉…
但是，今日我盼望我們反思自己：我到底是
誰？ 

創世紀32章，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聖
經。雅各前往雅博渡口時，所想所安排盡是
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因為他的名字原來叫

做騙子。直到32章時，他仍然自己用自己的
方式，安排未來要走的路。但是沒預料到，
在夜晚於雅博渡口和一個人摔跤，也沒料到
他竟然可以勝過此人。當他勝過此人時，他
要求對方給他祝福，當然，此人因輸了他，
就給他祝福。祝福後，雅各問他的名，此人
回答：不可問我的名。但你要有一個新名，
叫以色列，因為你和人、和神較力都得勝。
我們看舊約的雅各，後來他知道與他較力的
是誰…（是上帝和他摔跤）

雅各本來是用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
安排，也希望在較力得勝後，能得到對方的
祝福，加添他的能力和福氣。所以，當雅各
在問對方名字時，對方回答他：不可問我
的名。而當下雅各沒料到，竟會重新得到一
個新的名～以色列。這個新名，在雅各的生
涯規劃和他自己的有限想法中，絕對料想不
到。他用自己的名，來安排自己所要做的
事，但是沒有想到，當他得到這個新名時，
我們看見這個新名所帶給他的，是要他成為
一個很重要的以色列人領袖。

原來自己的名，是要安排自己的事，
但是，當他得到一個新的名字後，他所做的
事，是上帝要他做的事。

另外一段記載在馬太福音16章，耶穌問
他的學生：人說我是誰？(因人有很多不一樣
的說法)。但是學生們，你們說我是誰？耶穌
要他的學生說：你們對我的感受？你們認為
我是誰？所以西門接著說：你是基督，是永
生上帝的兒子。這段對話後，耶穌就賜給西
門一個新的名，叫做彼得～教會要建立在這
塊磐石上。

兩個故事非常相似，舊約的雅各和新

／楊啟仁牧師我是誰？我是誰？



約的彼得，都在問這個人，和這個人相遇。
一個是說不能問我的名，雅各你有一個新的
名，改變雅各的生命和身分。西門說：耶
穌，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西門的
名改變成彼得，教會要建立在這塊磐石上。
這2個相似的故事，一樣都遇到一個人…，
但是他們兩個人~雅各和彼得的名改變了。
本來他們都知道，我自己有一個名，照自己
的方式去安排…當他們與上帝相遇時，上帝
給他們一個新的名，這個新的名改變了舊約
的雅各，這個新的名改變了新約的西門。

各位同工，我們都有名字，當人問說：
你是誰？我回答：某某。我們都有一個名
字，但是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是甚麼樣的意
義？這只是一個稱呼？還是有更重要的意
義！不論是任何人，名字不只是要稱呼這個
人，乃是這個名字是否能代表這個人的特色
或影響力。因此，我們成為一個信仰的團
體，今日我們自己彼此稱呼，我們都是基督
的學生~基督徒，然而這個名並沒有刻在我
們的額頭上，也沒有記載在身分證上面。除
了基督徒之名以外，上帝又給我們不一樣

的身分：有議長、副議長、中委、總委、牧

師、代議長老…，這都是上帝所給我們福音

的禾場，我們共同參與的名字。這些都沒有

記載在身分證上面，也沒有刻在我們的額頭

上，然而上帝給我們這個新的名，是要讓我

們因這個新的名，讓我們所在的職分，發揮

應有的影響力改變生命。

新約彼得成為教會磐石，舊約以色列

成為以色列人重要的的幫助者，願上帝賜福

我們，賜福中會所有的同工。我們不只是議

員點名簿上的名字而已，更重要的～因為我

們成為上帝的僕人，有了一個基督徒的名，

有了一個不一樣職分的名。這是上帝交託我

們的，如同上帝託付給雅各和彼得。今天，

上帝也將這個職分託付給我們在座每一位同

工，和七星中會89間的教會，讓我們一起來
努力。

2020年選舉過後，我相信都是一個新的
開始，上帝要我們七星中會所有的議員，都

是上主的同工，在上帝國裏一起為宣教傳福

音努力！

【獻聘、續聘】
1. 東門教會聘任牧師陳惠玲為社區宣教牧師，
任期自2019年12月1日起與主任牧師同。
(Rev.程仲惠任期2021年9月30日止)。

【關懷牧者異動】
① 屏東中會移轉牧師張簡麗琪之牧師籍至本中
會。

議事：
一. 確認第69屆第1次中會議事錄相關事宜
二. 推派特會員議長楊啟仁牧師、書記黃春生
牧師、中委王豐榮牧師、中委陳光宙長
老、中委林萬賀長老於2020年1月19日(主
日)下午3點在東門教會舉行牧師陳惠玲就
任社區宣教牧師授職禮拜特會。

三. 推派特會員議長陳天來牧師、書記陳文欽
牧師、中委蔡維倫牧師、總委鄭穹翔長
老、中委張宏德長老於2019年12月29日
下午3點在濟南教會舉行宣教師牧師趙河
英、牧師朴根英就任宣教牧師授職禮拜。
任期自2019年12月1日起。

四. 討論中興教會建堂募款案，待購買確認並
登記為本會財團法人後，再行文給中委會
提案申請募款。

五. 確認第69屆第2次中會議會議案內容。
六. 改推派松江路教會游宗仁長老遞補任真
理大學董事職務，任期至2022年6月10日

止，提報送北大執委會、真理大學辦理。

七. 同意接納泰勞宣教中心為七星中會開拓新
教會，推派台北中山教會為泰勞宣教中心
母會，葉啟祥牧師擔任泰勞宣教中心小會
議長，請泰勞宣教中心繼續辦理開拓新教
會相關事宜。

八. 同意接納蘇明芬牧師於2020年2月29日自
東湖教會離任並請辭公職，送傳福會、總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九. 推派中委施貞同牧師、中委陳光宙長老擔
任東湖教會監交委員。推派陳賢豪牧師自
2020年3月1日起擔任東湖教會小會議長。

一〇. 同意推薦2020年投考神學院三年制道學
碩士班推甄考試名單～台神—雙連教會王
志強執事、基隆中山教會張心慈姐妹；南
神—大南澳教會張澤翰弟兄；玉神—頭城
教會黃莉燁姐妹等，提報神學院辦理。

一一. 推派2020年投考神學院面談小組，與派員
出席人格測驗說明會。

一二. 2020年3月2日（禮拜一）於馬偕醫院台北
院區大禮堂召開第73屆北大通常年議會，
請各教會推派正議員參加，並選擇分組組
別：馬偕組、學校組、事工組，向中會
報名。（本中會名額-牧師45名、長老45
名）。

一三. 2020年4月21～24日（禮拜二～五）於彰
化基督教醫院/教學研究大樓12樓[蘭大衛

中委會 >> 消息 >>
第68屆第12次中委會議錄

教會祈禱事工的策劃與推動
蔡政道牧師

為什麼要有禱告事工

我們必須了解禱告在上帝的救贖計劃中佔著
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仔細查考使徒
行傳，我們會發現整個初代教會的擴展完
全倚靠聖靈的大能。而什麼是促使上帝賜
下聖靈的關鍵，那就是『同心合意的恆切禱
告』。使徒行傳一14：『這些人…都同心合
意的恆切禱告』之後第二章記載『門徒被聖
靈充滿，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第
四章，彼得和約翰被帶到公會，飽受恐嚇，
他們回到弟兄那兒，大家就『同心合意，高
聲向上帝說…』『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
動，他們就被聖靈充滿…』緊接著使徒便大
有能力，見証復活主耶穌，眾人也都蒙大
恩！如果，大家再繼續讀下去，這樣的事一
再地發生。大家是否真心期待這樣的事也發
生在我們當中。如果期待，那何不同心合意
地禱告？

為什麼大家不禱告？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我不會禱告！其實，這也不是件很奇
怪的事，因為耶穌的學生也發生同樣的問
題，他們來找耶穌，對耶穌說：「求主教導
我們禱告。」（路十一1）因為禱告是需要
學習的。而禱告事工是需要有計劃的推動！

禱告事工的預備

每一項事工都需要有一個開始，有好的
開始，就能順利地推動，我認為禱告事工需
要有這樣的預備。
一、同工： 

牧者可以先邀集一些樂愛禱告服事的同
工作開始。也許先一起禱告。而最好的方式
是一起研讀有關禱告的書籍，再分享交流討
論，大家一起思想如何在教會推動適合教會
的禱告事工！

當然也有可以到別的教會參觀、訪視，
經驗交流！
二、異象：

接著，大家開始凝聚有關禱告事工的異
象，並且產生核心同工及推動的策略。有關
禱告事工的推動有以下的分享！

禱告事工的推動

一、預備禱告的人

一個好的事工，需要有一群適合的人參
與！許多教會在推動許多事工，往往重視的
是方式，孰不知參與的人往往是事工是否順
利成功的關鍵。因此，培育一群數量充足的
禱告者，是事工的重點！

依據有效的教學法，要成功訓練一位
好的工作者，需要有四個程序，首先，是教
導，也就是提示該項技能的運作重點。再來
是示範，也就是指導者需要親身作示範。第
三是實習，讓學習者自己操作。最後是指導，
在學習者實習的過程中，教導者需要加以指
導，糾正錯誤，讓學習者不斷地操練。一直
到純熟為止！因此，關於禱告事工我建議教
會應該要有：

1.系統性的培訓

教會的牧者應該要安排有系統的課程來
培育禱告的人。讓禱告的人能在訓練中
了解禱告的意義及方法原則，還有教會
對於禱告事工的異象及策略！
2.經常性的操練

另外，也要安排禱告者有實際操練的機
會。
二、培育帶領的人

在教會的禱告事工中通常會包含禱告
會。而禱告會需要有適合的帶領者。教會的
牧者可以親自帶領，更可以培育一些協助帶
領的同工。
三、選擇適合方式

最後，就是要規劃適合教會的禱告事
工。有些教會適合大型的禱告會，也有些教
會適合小組式的禱告方式，也許有些教會適
合個人“內室”的禱告形式。有些教會的禱
告會適合以詩歌敬拜的方式禱告，有些適合
用“泰澤”祈禱方式進行！教會的禱告同工
需要規劃最適合教會的方式來進行！

結語

祈禱是靈命的呼吸，是信仰的糧食，是
能力的來源，就像電瓶需要充電，教會也需
要禱告來使教會擁有活潑的靈命！願上帝興
起各地教會的禱告事工，讓神的心意得以滿
足。

國際會議廳]召開第65屆總會通常年會，
請各教會推派正議員參加。（本中會名額
牧師37名、長老36名）

一四. 同意追認核准和平島教會報備於2019年11
月17日邀請非本宗講員北西雅圖華人宣聖
會葉惠媛傳道師擔任福音主日禮拜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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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后教會   李明儒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從通靈少女到耶穌的見證人】

～黃子蓉姊妹見證分享會

2019年 11月 15日晚上 7:30職場事工
部在雙連長老教會七樓禮拜堂舉辦了職場之
夜―【從通靈少女到耶穌的見證人】，我們
見到了期待已久的知名宮廟創辦人的孫女黃
子蓉姊妹，身材嬌小的她，看不出來是一個
營業額破千萬的廣告公司 CEO，她內斂而
謙卑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而她的見證也吸
引了二百多人擠爆了禮拜堂，由此我們看見
人心對福音的渴慕與需要。

黃子蓉姊妹分享了「話語」的重要性，
身為廣告人，她強調正面話語的力量與幫
助，一路走來她一直以誠、愛來服務客戶，
從自己的作品、職涯的轉換，一路上得勝的
人生，無論家庭或職場皆一帆風順，不僅如
此，身為建造知名宮廟的後代的她，從小在
宮廟環境長大，耳濡目染之下，還擁有超能
力，能幫人趕鬼、收驚，這些事對她來說是
易如反掌，但在這麼風光的時候，人生卻走
到轉彎之處，在一次土耳其之旅之後，她發
現自己可以幫助別人卻無法為自己驅魔，甚
至過著被鬼挾制的日子，讓她痛苦不已。

直到有一天，因為基督徒朋友的邀約，
他們到家裡來唱詩歌、禱告之後，那些擾人、
挾制她的惡者都不見了，不僅如此，公司、
家裡都變亮了，於是她開始走進教會，沒想
到，進去教會才 3分鐘，聽到「靠著耶穌
得勝」這首詩歌，就狂哭了 27分鐘，所經
歷的平安與釋放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她
還記得當時的她心裡還不肯就此進入教會，
還想著「以後不要再去教會」，沒想到，回
家坐著電梯上樓的自己，從一樓到十六樓短
短的時間，就從不想去教會改成想要再去教

會，因為那一種平安、安歇、無限愛的感受，
進入了自己的生命。

回想自己一路上用「誠」與「愛」服務
著不同的客戶們，今天她與那個擁有無限愛
的至高者、全能者相遇了，她的心中充滿感
謝與讚美，她深深知道，與全能者相比，自
己真的非常渺小，只有服膺在全能者的翅膀
蔭下，全然的倚靠才是她唯一的路。

黃姊妹用詩篇 23篇的第 4與 6節：「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以及泥土
音樂的「恩典的記號」來做這次見證分享會
的結束，盼望有更多人能來認識、倚靠這位
充滿愛的上主。

 感謝主，透過這次的職場之夜，我們看
見許多福音的需要，盼望職場事工部能成為
眾教會的祝福，透過各樣事工，幫助教會職
場的宣教。職場事工部即將於明年 2020年
3月份舉行 2天 1夜的退修會，針對職青們
的需要，邀請到黃柏威心理師前來分享，精
采可期，也盼望職場人能把時間空下來，踴
躍參加。

職場之夜記實——
邱靜瑜牧師

我的母會是南崁大安教會，由於父親
工作關係舉家從三重搬遷到桃園南崁，在
2004年，經由為我們全家施洗的林朝泰牧
師夫婦之介紹，而認識吳天寶牧師並在南崁
大安聚會。2010年就讀台灣神學院，2013
年與新店長老教會的陳昭璇姊妹結婚。神學
院畢業後被派至台北東門教會服事，回頭想
想，這三年的時光是我眼界大開的時候，雖
然時間不長，但期間台灣發生了一些改變社
會風氣的社會運動，因著想了解會友以及地

利之便，使我有機會去關心生活周遭的議題
並用信仰回應之。2016年在北中信義教會
封牧。

我要以在社后教會就任時獻的詩歌「高
舉雙手，心懷感思」來見證主並請各位代禱。
2018年 7月，我通過社后教會的監選沒多
少，教會指揮慈玲老師就來問我說：「請問
牧師，我們練這首歌好嗎？不過很少在就任
典禮聽到這首喔！你有什麼看法？」我看歌
詞，大約是說我們人無法擁有世界萬物，就

 【濟南教會】
1. 1/5舉行新任長老、執事及單
位首長就任。

2. 1/8舉行泰澤祈禱會。
3. 1 / 1 2下午1 : 0 0舉行長執培
訓，幫助長執熟悉禮拜、司
獻等服事。

4. 1/12下午4:00神學禮拜日，
曾慶豹教授主講：基督徒與
時代革命。

5. 1 / 1 2下午普世專題演講，
Nicola博士主講：以色列/巴
勒斯坦的處境解放神學。

6. 【2020基督徒青年知識營】 
第一屆主題為「創傷與療
癒」，邀請醫學、心理、政
治、社會、歷史、神學…等
不同領域的專家來分享這個
多數教會不碰，但我們卻急
迫需要的「知識」！  歡迎
18-40歲青年報名。時間：

2020.2/28-3/1 、地點：濟南
教會。主要講員：王增勇/政
治大學社工所專任教授 吳叡
人/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副研究
員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
所副研究員  鄭仰恩/台灣神
學院專任教授。

7. 2/28-29到花蓮兆豐農場舉行
全教會生活營。

【中山教會】

1.  「2 1天早禱會」將持續至
1/18（六），主題：「上帝
一定做」，邀請兄姊每日早
上6:30~7:30在禮拜堂禱告一
小時。

2. 1/5第一場禮拜中舉行長執、
各團契單位首長就任式。並
感謝過去2019年卸任長執、
團契會長的付出與擺上。

3. 本會訂2月16日（日）召開
定期會員和會，請各事工組

及各團契、單位於2020年下
主日（1/12）前提供和會報
告書（含2019年事工報告、
2020年事工計畫及年度會計
報告）予辦公室彙整。

4. 文史組繼續展示「照片回顧
展」至農曆春節結束，可以
讓返鄉遊子歡迎一起來回憶
美好時光。

5. 本會關懷鄰里的活動不間
斷，藉由與里長的不定期開
會和不定期的探訪、關懷禮
金發送，近期也將製作好的
精美春聯與鄰里一同分享。

6. 2/22-23恢復營會，恢復營
會中充滿耶穌基督的愛、安
慰、希望、恢復、醫治，
是享用生命活水泉源的時
間，釋放痛苦和傷痛而得以
康復。恢復的意思就是，耶
穌寶血能醫治所有的病，使
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

北一區 >> 消息 >>
林欣慈 傳道

算有，也是一瞥就過，不過，幸好副歌的歌
詞寫：「我確實能時刻感謝，舉起雙手心懷
感恩。」當我看到「時刻感謝」這句，我確
信上帝親身帶領我們的指揮老師選這首歌！
因為，我在離任期間一直在練習「感恩」的
功課。

社后教會在就任禮拜中獻感恩的歌給上
帝，我也要用感恩的心來與兄弟姊妹們一起
展開事工。第一項，我會帶領社后教會的兄
姊一起來學習信仰的功課「凡事感恩」。第
二項，我要與社后教會的兄姊學習「穿戴主
耶穌基督」。話說我離任期間，某天在晨禱
的進度中讀到利未記中祭司的服裝規格時，
我心頭一震，看著服裝要用什麼線來縫？上
頭要有什麼寶石？…等等，便讓我想到我身
為牧師，家裡的衣櫃裡有一件牧師服，但一
直放著，我甚至不敢去翻！當我又想到衣櫃
前的電動病床，我不知我是否有再把牧師服
穿起來服事的一日？感謝主的憐憫，我今天
仍有機會穿起來，求主幫助我，這次可以穿
到見主面。也求主幫助我的所言所行能對得
起這件牧師服所代表的身份和意義！我也
靠靠主的力量勉勵兄姊，我們受洗成為基督
徒，也要「披載主耶穌基督」。願主幫助我
們活出符合上帝子女的身份和言行。

第三項，我要鼓勵兄姊每天早上來教會
陪我和牧師娘禱告，天天來親近主，聆聽上
帝對我們的心意，讓我們像一棵樹栽在溪水
旁，「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
便為有福。」（詩 1：2～ 3）。

第四項，我想與會友一起學習認識本
地，愛鄉土。上帝給汐止得天獨厚的山川等
自然環境，以及早期身為基隆河運輸的一
環，在建築特色…等地方曾經呈現出多元文
化交流的成果，這些歷史在地方人士有心努
力下保留了不少，但更多因著種種原因僅留
在老相片或記憶中了。這裡也因曾經是礦
區，多少帶有不安定的「礦山性格」，又因
離台北市近而成為基隆、宜蘭一帶出外人打
拼的中繼站而人口增加，或許如此，社后這
一帶的人口流動率也大。願主幫助教會成為
釘根本地的一大力量。

感謝社后教會的接納，感謝北中信義
教會的體諒，讓我可以回家盡一點孝心，感
謝母會南崁大安的對我們一家的照顧，我們
深深體會「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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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王豐榮 牧師

和平教會

1. 2/08(六)10:00蔡茂堂牧師查
經班。

2. 2/16(日)10:00聯合禮拜‧聖
餐‧會員和會。

3. 2/22(六)全教會培靈會(盧俊
義牧師) 。

4. 2/23(日)聯合禮拜(培靈會)
(盧俊義牧師) 。

5. 2/27(四)-3/03(二)緬甸短宣隊
(包梯) 。

6. 3/01(日)各肢體繳交季行事
曆資料。

7. 3 / 0 7 (六 )蔡茂堂牧師查經
班。

8. 3/08(日)長執會、春季班成
人主日學開課。

9. 3 / 1 0 (二 )和平關懷站開學
日。

10. 3/14、21、28(六)洗禮班。
11. 3/15(日)台南神學院奉獻主
日。

12. 3/16(一)台大愛心晚會。
13. 3/22(日)牧養部門會議。
14. 3/28(六)聖經詮釋講座1-彭國
瑋牧師。

15. 3/29(日)小會(問道理) 。

東門教會

1. 2/09(日)舉行聖餐禮拜。
2. 2/09(日)荊棘團契查經，主
講：楊台鴻長老。

3. 2/16(日)舉行會員和會。
4. 2/23(日)姊妹團契例會，邀
請許大雄弟兄專講。

5. 2/23(日)荊棘團契讀書會。
6. 3/01(日)召開定期長執會、
小會。

7. 3/03(二)東門學苑春季班開
學禮拜。

8. 3/08(日)荊棘團契查經，主
講：楊台鴻長老。

9. 3/15松年團契例會，邀請姚
孟昌老師專講。

10. 3/22(日)荊棘團契讀書會。
11. 3/29(日)舉行清明追思禮拜。

義光教會

1. 1/05(日)舉行第十一屆長執
與2020年組織首長就任式。

2. 1/12(日)婦女團契定期聚會
邀請陳永興醫師主講：台灣
大選之後。歡迎踴躍參加聚
會。

3. 1/25(六)上午10:00舉行新春
稱謝禮拜。

4. 2/09(日)召開2019年度定期
會員和會。

5. 2 / 1 6 (日 )松年團契定期聚
會，邀請劉柏君老師主講：
台灣第一位棒球女主審的
故事，邀請兄姊踴躍參加聚
會。

6. 2/28(五)上午9:00舉行林家
媽孫受難四十週年暨 2 2 8
七十二週年紀念追思禮拜。

7. 二月份開始推行第二梯次
「讀聖經寫作業」運動；歡
迎兄姊踴躍參與。

8. 二月份始，每禮拜五上午
11:00恢復台語查經班聚會。

9. 3/01(日)舉行今年度第二次
聖禮典。

10. 3/08日(日)邀請蕭仁哲醫師
主講：婦女常見疾病與保
健。邀請姐妹踴躍出席與
會。

仁愛教會

1. 2/16(日)13:30舉辦長執司會
服事訓練(禮拜堂)。

2. 2/23(日)召開年度定期會員
和會。

3. 2/23(日)舉辦詩歌敬拜同工
研討會。

4. 3/04(三)10:00舉行松年大學
開學典禮。

5. 3/29(日)舉行主日福音佈道
會，邀請黃健庭弟兄(前台東
縣長)前來見證分享。

安和教會

1. 1/10(五)14：00「裘海正生
命見證分享會」。

2. 2/23(日)召開會員和會。
3. 3/01(日)2020第1次聖禮典。

城東教會

1. 2/16(日)會員和會。

台北大安教會

1. 2/02(日)舉行今年度第1次聖
禮典。

2. 2/09(日)新任長執就任／全
教會敬老會。

3. 2/11(二)松年大學返校日。
4. 3 / 0 1 (日 )松年大學開學禮
拜。

5. 3/29(日)清明追思主日。
6. 3/30～31日(一、二)松年團
契及松年大學聯合舉辦春季
之旅－頭城休閒農場。

南崁大安教會

1. 2/11(二)愛加倍課後照顧班
訂於開始上課。

2. 2/23(日)會員和會。

六張犁教會

1. 2/09(日)會員和會。

台北公舘教會

1. 2/16(日)會員和會。
2. 2/09(日)、2/23(日)成人主日
學「聖經歷史」邀請鄭仰恩
老師。

3. 2/23(日)福音主日邀請伊甸
基金會「伊甸盲人喜樂合唱
團」見證分享。

4. 3 / 0 2 (一 )松年大學開學禮
拜。

5. 3 / 2 2 (日 )三間公舘教會聯
誼，在屏東公舘教會。2021

五常教會

1. 2020愛祢愛你，福杯滿溢。
2. 第四期幸福小組籌備，建立
人脈，社區連結，推動福音
廣傳。

3. 聖經紮根~一天讀經四章，
一年讀完聖經一遍；配搭
「活潑的生命」QT，以及一
對一聖經陪讀（以小家為單
位，弟兄陪伴弟兄，姊妹陪
伴姊妹的方式進行）。期盼
三軌並行，讓上帝話語，充
滿生活及生命中。

金陵教會

1. 福音外展再次出發：2020年
第一期各項福音外展事工-週
一小提琴服事團、週三金陵
畫室、週六金陵弦樂團、週
六舞蹈戲劇班即將於二月份
陸續開課，詳情請於白天來
電詢問02-27127752。

2. 召開定期會員和會：二月16
日主日後即刻召開，願上帝
接納2019年全體信徒投入的
事奉，更祝福今年度2020年
各項事工的推動，都能榮神
益人。

西湖教會

本小會依據法規於今年一月5日
禮拜中辦理：

1. 長老三名:黃明義(封立)、梁
謙行(設立)、江偉德(設立)。

2. 設立執事五名:林秋妹、蔡郁
潔、呂吉男、(宋明彬、胡宗
瑩)。任期四年，自2020年1
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3. 定2月23日(日)舉行兩名執事
補就任：宋明彬、胡宗瑩(二
位出差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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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感恩禮拜於1/26(日)上
午10點在教會舉行，邀請台
神林增坤牧師講道。

2. 攝影小組於2/8(六)舉行元宵
燈節外拍活動，歡迎喜歡攝
影的朋友與本會聯絡。

3. 弘遠齊唱團於2/22(六)上午
10點恢復在教會練唱，歡迎
喜歡唱歌的朋友參加。

4. 會員和會訂於2/9(日)上午10
點召開。

成德教會

1. 本會訂於2月18日起，每週
二上午9:30-10:30於南港花
園社區內開始推動讚美操服
事，敬請為成德教會南港國
宅社區事工代禱。

2. 本會訂於3月8日（日）舉行
會員和會，當天亦舉行聖禮
典。

【松山教會】

1. 1 /5（日）禮拜中要舉行團
契會長、撒母耳牧區各級主
任、聖歌隊隊長、敬拜讚美
團及兒童詩班團長就任。

2. 1/5及1/12（日）要邀請林鴻

信牧師講解「使徒信經」。

3. 1/7（二）在松山國小舉行生
命教育結業式。

4. 1 / 1 9（日）要舉行會員和
會、洗禮與聖餐。

5. 1/25（六）要舉行新春稱謝
禮拜。

6. 2/9（日）要舉行長執會
7. 2/9（日）下午宣教組分享禱
告會，邀請主僕差會韓瑋炫
牧師分享。

8. 教育組訂2/16（日）舉行長
執讀書小組。

基隆教會

1. 本會2 0 2 0年舉行「全教會
禱告會」，每月一次，為國

家、城市、教會、會友等來

禱告，在二樓禮拜堂舉行。

2. 一月份推動募集物資，冬季
送暖到台東知本長老教會，
幫助該會社區事工。品項以
三大類二手物品為主： 
① 第一類：小家電、3C產
品。

② 第二類：公司贈品、紀念
品（有無標籤均可）、裝
飾品、工藝品、茶具、杯
盤、鍋碗瓢…等。

③ 第三類：男女鞋、運動鞋
（含孩童鞋）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年在台北公舘教會。

6. 3/29(日)全教會小組聚會。

深坑教會

1. 2/23(日)會員和會。

2. 3/22(日)福音主日。

3. 3/31(二)野外禮拜。

林口大安教會

1. 2/09(日)會員和會。
2. 2/04至4/07與龜山區文青社
區發展協會合辦長青學堂共
計10堂課。

3. 2月至5月每個月第三主日下
午13:00-14:30自然醫學健康
講座。

4. 2/16(日)福音主日禮拜邀請
鄭明堂老師詩歌見證分享。

5. 2/18(一)七星中會師母會將
前來關心本會。

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和
喜樂。

【民生教會】

1. 2 /1 (六 )~2 /3民生教會舉辨
3天2夜兒童冬令營（要住
宿），主題：恩慈樂園，期
盼兒童能學習敬畏 上帝，了
解自己，善待他人，營會只

收40名。
2. 2/27-2/28 生命之家特會。

【大直教會】

1. 2 0 2 0年度教會主題：「全
人健康教會，成為萬民祝

福」，鼓勵弟兄姊妹靠主

恩典，追求身心靈健康整全

的信仰生活，並將生命獻給
主，成為聖潔器皿，祝福多
人的管道。

2. 1/25（六）舉行新春稱謝禮
拜。

3. 2/28（五）～2/29（六）在
台灣神學院舉辦「第一屆夫
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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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傳道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蘭陽區會消息】

1.  1/14(二) 9:30於四結教會召開蘭陽區第一次
區會。

2. 2 0 2 0年蘭陽區牧家新春團圓圍爐2 / 9 (日 ) 
18:00於冬山教會舉行。

宜蘭教會

1.  感謝主！進入2020年新的開始，今年本會的
年度主題『渴慕神話語、關懷愛家人』(約
6:24~29、詩138:8、約13:14)。願上主賜福我
們同心領受向前邁進。

2. 2 /3(一 ) -2/6(四 )於台北基督書院舉行北區
高中職門徒營，報名對象:高中生，報名費
用:2700元/人。

3. 宜蘭讚美操健身運動，訂2/11起(每週二、
三)晚上7:30~9:00，地點:教育館三樓。請自
備「乾淨的運動鞋/毛巾/水杯」。

4. 本會推動『讚美與頌揚』～抄寫聖經『詩篇
（上1～75篇）』活動。歡迎有感動參加的
兄姊踴躍向所屬小組長登記參加。

羅東教會

1.  今年新春感恩禮拜1 / 2 5 (六 )上午1 0 : 0 0，
1/2(日)禮拜照常舉行(二場合併於9:30)。

2. 一月份社青團契聚會時間為1/8、1/22晚上
7:00，地點:二樓會議室。

3.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四結各教會事工
奉獻、請關心代禱。

冬山教會

1. 本學期課輔班至1/17（五）結業，1/21-2/10
開始寒假課輔班，請為孩子和服事老師有聖
靈充滿祈禱。

2. 本學期長者班於1/16（四）結業，第五期預
計於2/18（二）開辦，願上帝保守長者在寒
假期間身心靈都平安。

三星教會

1.  2/3-8韓國三一教會短宣隊NO.22來三星服
事。2/4-5上午在天送埤樂齡中心、2/6-7在三
星老人館。

2. 教堂擴建總工程款1950萬元。募款目標900
萬，鼓勵個人或教會以無息或低利息借給教
會。

3. 1/25（六）大年初一，舉行
「新春稱謝聯合禮拜」。

4. 2/23聯合禮拜舉行「2019年
和會」暨「聖禮典」。

5. 3 /1（第一主日）為婦女事
工紀念主日，由婦女負責講

道、司會、司會服事。

6. 3/15為福音主日，邀請淡江
教會莊育銘牧師蒞會講道。

7. 2020年（上半年）幸福小組
於3/22開始。

正濱教會

1. 1/25（六）大年初一，舉行
「新春稱謝聯合禮拜」，歡
迎陳景松牧師蒞臨祝福勉
勵。

2. 2/9舉行「2019年和會」暨
「聖禮典」。

3. 3/1大專紀念主日，吳祈得傳
道蒞臨證道、請安並報告。

4. 3/8婦女事工紀念主日，陳景
松牧師蒞臨證道。

5. 正濱社區成長班，春季班於
3/17(週二)開課，本季研習
內容：小禮服吊飾。

6. 2020年度第一季周末兒童繪
畫班及奧林匹克數學班(春節
暫停兩周1/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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