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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星中眾教會： 
2019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正在影響全

世界。我們迫切需要為這個情況禱告。在這
個危機時刻，教會必須興起來作榜樣。 

我們召聚教會和基督徒禱告，粉碎
這個病毒在每個國家的營壘。這個運動叫
作 COVID-19:00同步禱告，它代表Calling 
Overcomers! Victorious In Declaration 
19:00 daily。

就是呼籲眾兄姊們！每日19:00時宣告
禱告以得勝。從現在開始，讓我們每天晚上
七點鐘一起禱告。您可以在餐桌上跟家人、
朋友或同事一起禱告，也可以透過電話或任
何通訊的方式跟別人一起禱告。我們會一
直禱告，直到這個病毒滅絕。透過我們大
膽的、信心的宣告，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戰
勝2019新冠狀病毒（COVID-19）(武漢肺
炎)。讓我們一起興起來做得勝者吧！
附上：七星中會對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因應說

明

說明：依據台灣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建議因應
如下：

一、環境清潔：
1. 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 (如地面、桌椅、電
話筒、電源開關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面，
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
蓋及沖水握把 )加強清潔。

2. 一般的環境應至少每天消毒一次，消毒以
1份漂白水加 100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
以拖把或抹布作用 15分鐘以上再以濕拖
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

3. 室內集會活動場所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

潔，並持續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換氣情
形。(地下室及空間換氣，每日進行 )

二、會眾衛生：
1. 出現呼吸道症狀者，如發燒、咳嗽、身
體不適者，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
出入公共場所。

2. 倘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
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
(含糖尿病)、血液性疾病、免疫不全需
長期治療者、孕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
加集會活動。

3. 教會提供酒精性乾洗手：根據衛福部
疾管署的說明，冠狀病毒為具外套膜
(envelope)的病毒，75%酒精性乾洗手
可以破壞外套膜而殺死病毒。

4. 進出公共場所宜配戴口罩，並保持經常
洗手的習慣。

5. 儘量與他人保持1公尺以上之距離，特
別是談話時。

6. 請安時，以點頭或拱手取代握手。
7. 儘量以電話、Line聯繫、開會、關懷。
8. 避免抱他人小孩，親人抱小孩之前都要
洗手。

三、關於禮拜聚會：
1. 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會議、聚會，避免外
出旅遊。

2. 聚會中包括主日禮拜，避免近身接觸。
3. 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宣布「社區
感染」時，各部會的聚會可以予以取
消、暫停或延期。各教會暫停聚會(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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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由小會自行決定。
4. 參考中央疫情中心公布「疫情停課標
準」，當教會經常聚會者有1位被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時，教

會應停止聚會14天，人員進行自我隔
離，空間進行清潔。

5. 當政府宣布教會所在之鄉鎮市區全面停

課時，教會也配合停止聚會，直到解除
管制。教會可以考慮透過網路視訊方式
進行禮拜及教導、關懷與牧養。

敬頌 主恩永相隨
議長 楊啟仁

議事：
一.  第69屆中委補就任案，同意接納，北一

區中委牧師葉啟祥、蘭陽區中委長老柯榮
貴，補就任為第69屆中委。

二.  同意接納牧師陳文欽請辭第69屆副議長職
務。

三.  接納第69屆副議長補選案、七星中會總
幹事選舉案、審查確認七星中會第69屆
（2020年）中會預算案、第69屆組織銓衡
名單確認案，呈送第69屆第2次中會議會
作議案討論。

四.  確認第69屆第2次中會議會相關議案內
容。

五.  討論總幹事謝禮、福利相關事宜。

六.  討論台北大專學生中心事工及牧職薪資福

利相關事務，接納台北大專學生中心牧職

工作者薪資給付加退保事宜自2020年1月
起由中會辦理。

七.  討論並提前核發財務部、職場事工部、退

休傳教師會之部會事工補助款案

八.  同意追認接納2020年「國內外宣道奉獻主

日」交換講台案。

九.  推派推派會計長老胡燕妮、財務部長牧師

陳賢豪及財務部部員4名參加「2020年全

國財務研習會」。

一〇.  討論關閉百福教會善處案，派員協助百福

教會小會善處後回報中會幹部。

議事：
一. 推派特會員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黃

春生、中委牧師張軒愷、中委長老謝英
智、中委長老張宏德於2020年3月15日(主
日)下午3點在在中山教會舉行主持泰宣教
會開設感恩禮拜禮拜。

二. 討論教會法規行政法第108條之「解釋文
113」案並回覆大安教會，按照解釋文第
113條，適用主任牧師離任或安息。其他
牧師於辭任時，小會得將其任期延至新任
主任牧師就任為止並報備中委會，但其延
任期間不宜超過一年，延任期間在中會仍
為正議員。

三. 同意接納大安教會牧師陳文欽於2020年2
月29日離任並請辭公職，轉送傳福會、傳
道委員會辦理。

四. 推派牧師王豐榮、長老張宏德擔任大安教
會監交委員，並於2月底前監交事宜。推
派牧師陳天來擔任大安教會小會議長，自
2020年3月1日起。

五. 推派牧師張軒愷、長老邱漢昇擔任基隆中
山教會監選委員，佇2020年2月23日(主
日)主持主日禮拜舉行監選聘請傳道師楊靜
欣為第2任牧師。並派牧師張軒愷召開小
會確認監選同意書。

六. 推派牧師陳天來、長老陳光宙擔任西湖教
會監選委員，佇2020年2月16日(主日)主
持主日禮拜舉行監選聘請傳道師林怡妏為
第5任牧師

七. 同意追認接納牧師許雅婷申請自願外聘至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任期
自2019年12月19日起，並向傳道委員會
提案申請辦理

八. 確認推派參加第65屆總會通常議會名單。

九. 確認推派正議員參加第73屆北大通常議會
名單。

一〇. 確認推薦總會銓衡名單案

一一. 討論台北大專學生中心事工募款奉獻執行
相關事務

一二. 意追認接納「北區大專事工委員會組織條
例」，請校園事工部推派4名同工為北區
大專事工委員會委員參與北區大專事

一三. 同意接納提前核發財務部、職場事工部、
退傳會等2020年度部會事工補助款。

一四. 討論百福教會關閉善處案。接納關懷小組
建議於2020年2月29日關閉，參與善處成
員：牧師施貞同、牧師葉啟祥、長老胡燕
妮、長老張宏德、長老謝英智、長老邱漢
昇與小會議長牧師李美意協助百福教會關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1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2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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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中會傳道部介紹
部長 陳天來牧師

「傳道部」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

舉凡中會內「傳道」的事工，皆可涵括
在內，而中會內的傳道事工，是透過所有中
會內的牧師、傳道師、師母（師丈）集合而
成，為了幫助中會內的牧師、傳道師、師母
（師丈）能夠持續地在所屬的教會、機構服
事。傳道部不僅作為管理的單位，也作為提
供訓練的單位，更作為地方教會牧師、傳道
師、師母（師丈）的支持者。
一 . 辦理在職訓練：
每年，傳道部於上半年度為了牧師及傳

道師安排一次在職訓練，期使能夠在牧會的
能力上更精進；下半年度更是安排牧師、傳
道師、師母（師丈）的在職訓練會，讓牧者
夫婦一同受造就，也安排合適的場地，讓牧
師、傳道師、師母（師丈）在受造就之餘能
夠放鬆抒壓，重新得力。
二 . 辦理申請傳道師及傳道師關懷與培
育：

傳道部對於傳道師的教育及關懷不遺餘
力，從每年三月份開始，接受中會內各教會
提出的傳道師申請，再呈報中委會，經由中
委會再向總會傳委會提出申請。及至新任傳
道師赴任前，傳道部就安排與傳道師面試座
談，期望為每一位將派任的傳道師，找到最
合適的教會派任。派任後，八月第一主日由
各教會小會議長舉行佈達，隨即召聚新任傳
道師舉行新任傳道師在職訓練，藉由議長、
財團法人、傳道部培訓組、傳道部傳道組、
傳道部員，協助新任傳道師更快融入七星中
會及所派任的教會。

傳道部負責「傳道部一對一實務指導」
之工作，新任傳道師一經派任，即安排資深
牧者，作為傳道師在婚喪關懷、節期禮拜、
信徒培育、社區宣教、信仰教制、母語文化

等六大科目的指導者，分別於九月及隔年三
月舉行一對一的實務指導。

每年四月也辦理關懷傳道師的座談會，
收集傳道師牧會上遇到的難題，藉由與傳道
部員的對話與座談，讓傳道師們或許因此找
到解決的方法，也藉由傳道師們彼此的分
享，達到抒發壓力的目的，同時每位傳道部
員，亦時常關　傳道師們的牧會狀況，作為
傳道師們牧會上支持的後盾。

為了幫助傳道師們儘早通過「族群母語
認證」考試，傳道部培訓組為傳道師們開辦
「母語加強班」，指導傳道師們提昇台語的
能力，以及通過考試的預備方式，大大縮短
了傳道師們通過考試的時間，能夠用更多的
精神於教會的牧養上。
三 . 辦理教牧進修：
為了能夠讓現任的傳道人有進修的機

會，不論是聖地之旅或者是保羅行蹤，讓傳
道人親身走訪聖經史地，勝讀萬卷聖經注釋
書。

傳道部領受耶穌的命令：「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代的終結。」（馬太福音 28章 19-20
節），也將這樣的命令落實在所有的傳道部
事工之上，幫助我們傳道人在事奉上持續成
長。
四 . 辦理奉獻主日交換講台：
分別辦理元月第三主日的「國內外宣道

奉獻主日」，關懷這傳道人的培育與國內外
宣教事工；以及聖靈降臨節的「中會新開拓
教會奉獻主日」，關心中會新開拓教會的推
展經費補助。都需要中會內各教會繼續地支
持與代禱。

閉善處，結論回覆幹部會議。

一五. 改推派中會總幹事牧師陳文欽擔任星中傳
福副委員，自2020年3月1日起，並轉送傳
福會辦理

一六. 同意接納報備本宗退休牧師任職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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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更新協會服事。

一七. 同意接納婦女團契條例、婦女事工部條例
修正案，修正條文並向總會提案修改條例

一八. 討論厝邊有愛回饋金予以減免中會負擔金
事宜，因協會幫助關懷據點向政府申請補
助款之事工產生相關費用成本，而據點應
分擔代管費用，其費用不得減免中會負擔
金。

一九. 討論設立泰宣教會，應於七星中會區會組
織辦法第6條台北一區增列泰宣教會，提
送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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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教會青壯部 邱淑貞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七星中會婚姻部幸福事工簡介
部長  戴約信牧師

蒙上主恩手帶領，以及台北和平教會
主牧蔡維倫牧師、牧師團及教會長執、會友
的歡然接納，於 2019年 9月 1日起至台北
和平教會履新，擔任青壯部牧師。之前曾在
真理大學、台北東門教會及高雄新莊教會服
事。

敝人出生於人情比氣候溫暖的南高雄，
從小在父母看似無為而治的關懷下自由培養
多元興趣，為此大大感謝上帝豐富恩典，賞
賜亦師亦友的最棒父母。

家人成為基督徒與母親極有關係。大家

根據七星中會婚姻部的會議資料記載，
婚姻部的設立開始於主後 2000年 2月 26
日。由黃聖德長老擔任首任的部長，20年來
歷任部長共有 : 蘇德桑牧師、陳宇光牧師、
楊麗玉長老、莊淑珍牧師、黃正蕙長老、戴
約信牧師等人。

婚姻部幸福事工一開始分為三組 : 橄欖
園 (著重於夫婦恩愛關係的成長 ) 、雅歌園
(強化透過活動與聚會，設計專為適婚青年
增加聯誼機會 )、路得園 (期待能為第二春、
再婚、晚婚者，媒合更多彩色人生的計畫 )。

20年來，婚姻部經舉辦過的活動非常
精采與多樣，有關訓練課程的有 : 婚姻協談
輔導志工訓練、關懷員諮商訓練、婚前婚後
座談會、憂鬱人家庭諮商研習等課程。也有
關於晚晴事工的有 : 再婚或高齡未婚活動、
銀髮空巢失婚關懷講座等課程。還有關於適
婚青年事工的有 : 雅歌營會、漆彈戰鬥營、
美食講座、電影欣賞、爬山健行、一對一接
觸…等活動。而 2020年度預定事工計劃如
後：

月
份

日
期

會議或事工活動內
容

地點與
備註

五

23
( 六 )

訓 練 講 座 ( 基 宜
場 )：
關顧員訓練 / 幸福
人生 講座

宜蘭
教會

30
( 六 )

訓 練 講 座 ( 台 北
場 )：
關顧員訓練 / 美滿
婚姻 講座

松山
教會

九 19
( 六 )

適婚青年　心動餐
會

知名
餐廳

十 17
( 六 )

適婚青年　行動之
旅

北台灣

十
一

1-2 夫妻關係成長活動 宜蘭

婚姻部 2020 年事工計劃目標

透過營會活動、講座、聯誼事工達到下列
目標：
1. 提供適婚青年互相認識適合的對象平

台。
2. 幫助高齡、失婚的人媒合交友機會。
3. 建立基督化家庭價值，促進婚姻幸福、

人際關係美好。
4. 訓練家庭婚姻關懷員。

「幸福」若以字面的定義，是同時含
有幸又同時含有福，身心靈都達到愉悅滿足
的感覺，會讓人開心的甜蜜感觸。雖然有時
幸福的定義，會因個人價值觀而有所不同：
因為，有人注重健康、有人強調興趣、有人
追求靈性滿足、有人選擇物質享受…總體而
言，幸福幾乎是人人夢寐以求的生命狀態。

根據一項網路問卷調查分析，最多人
覺得的幸福，是「組成溫馨美滿的家庭」。
這表示家庭的美好讓人感到幸福，兩個人愛
情交織後組成瞭甜蜜家庭，更是人人尋求的
完美幸福選項。由婚姻組成的家庭關係，經
由生育孩童，產生出以血緣為連帶的家庭成
員，或因收養，建立親子關係。在婚姻的連
結下，家庭進一步延展，涵蓋了姻親關係在
內的親屬。

幸福家庭是上帝創造世界時就已命定的
美意，幸福的家庭生活是需要我們在真理當
中盡心盡力的實踐，一步一步慢慢建立完成
的。當我們依靠耶穌的恩典，在愛中建立自
己，用敬畏上帝的態度活出謙卑，用健康的
人格彼此包容順服，親屬成員同心渴慕用真
理來建立家庭時，我們的生命就隨時隨地充
滿著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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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Puyang SING（布漾 • 星）牧
師生長在牧師的家庭裡，小時候就跟隨著父
親牧會的工作，在泰雅爾中會及西美中會的
教會成長。身為阿美族和泰雅族混血的我，
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接受不同語言及文化的洗
禮，再加上過去求學生活的經驗（曾在台南
神學院、東華大學、台灣神學院接受教育），
這也讓我總是可以自然地融入在不同族群與
文化的環境裡。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牧者？對我來說，確
實是一段很特別的經歷，我相信今天能夠成
為牧者，都是上帝的帶領；回憶起小時候的
自己，大概是在 2歲多的時候，上帝藉由外
婆（Puyang YAKAW）的手來成就不可能
的事，使我和大妹逃過死在大火中的苦難，
從小到大，上帝一步一步地陪伴著我，使我
可以穩穩地行在上帝所預備的道路上，因著
上帝的帶領，妹妹（Iwan SING牧師）和我
先後成為牧者。

當我在回顧 40年的生命時，有歡笑，
也有淚水。每個人都必須要去經歷上帝為我
們量身定做的道路，在那屬於我們的成長過
程裡，每一次的感受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所
有的堅持、忍耐、勇氣及信心，因著上帝的
保守，使順服在祂手中的人，可以穩穩地踏
出信靠主的步伐，也能完全地做自己。

牧會即將滿 5年（曾在東美中會樟原教

會牧會 4年）的我，來到東門教會確實是一
場很特別的牧會之旅；感謝上帝的呼召，或
許我不配擁有如此美好的際遇，我相信主賜
給我足夠的能力，就像提摩太前書 1章 12
節保羅勉勵提摩太一樣：「我感謝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因為他賜給我力量，以我為可信
任的，指派我來事奉他。願我的回應、服事，
上帝喜悅。」。

另外，還要特別介紹、感謝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親（星牧師、雅幽慈師母）、妹妹
（一萬牧師、永艾）、丈夫（夏曼午法晏）、
孩子（10歲的午法晏、8歲的拉芒及 5歲的
帕妃恩），你們的祝福我感受到了；我的上
帝、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姊妹，
謝謝您們！

行在上帝所預備的道路上
東門教會  布漾・星牧師

北一區 >> 消息 >>
林欣慈 傳道

 濟南教會
1. 宣教中心改建完工，第二場
禮拜3/1遷回到宣教中心小禮
拜堂聚會。

2. 2/28-3/1舉行第一屆基督徒
青年知識營，主題為「創傷

與療癒」，邀請王增勇/政治
大學社工所專任教授 陳喬琪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
部 資深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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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族分家前，父親一肩擔起大
家庭的生計。在食指浩繁與
複雜的妯娌關係中，母親經
由友人的帶領，開始接觸基
督信仰並大得安慰。當時，
尚未成為基督徒的父親，也
鼓勵母親將孩子帶到教會。
因此，從小得以在教會裡，
慈神愛人的溫暖氛圍中快樂
成長。

母會壽山中會東門教
會，在當時雖是一間開拓
不久的教會，但教會中的
信仰長輩：包括一生對山地

傳教大有貢獻的故吳銅燦牧
師、胼手胝足開創教會的故
袁肇岐長老，可說是影響我
極深的信仰前輩。如今回想
起來，才知道他們的信仰典
範早在我懵懂未知的兒童時
期，便已深深扎根心中。

有機會再次回鍋七星中
會，當向星中眾教會牧長多
方請益，互勉同心專務耕耘
上主呼召之服事。甚願上主
悅納研讀其聖言及聖靈感動
後的所作所為，更是蒙他使
用成為興建上帝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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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葉榮生 牧師

和平教會

1. 4/10（五） (受難日)聯合禱
告會。

2. 4/11（六） 蔡茂堂牧師查經
班。

3. 4/26（日） 北區大專事工奉
獻主日、新朋友歡迎會。

4. 5/03（日） 巴拿巴小組。
5. 5/10（日） 母親節。
6. 5/16（六） 蔡茂堂牧師查經
班。

7. 5/17（日）玉山神學院奉獻
主日、長執會。

8. 5/30（六） 聖經詮釋講座2-
胡維華牧師  聖經公會/裝備
部。

東門教會

1. 4 /1（三）姊妹團契「心靈
園地」，邀請王晨旭執事專
講。

2. 4/10（五）受難日，聖餐禮
拜。

3. 4/12（日）復活節禮拜，原

民堂兄姊獻詩。

4. 4/19（日）喜樂團契聚會，
邀請請契友分享以賽亞書。

5. 4/26（日）舉行慈善奉獻。
6. 4/26（日）姊妹團契例會，
邀請王桂花姊妹專講。

7. 4 / 2 6（日）荊棘團契讀書
會：契友分享。

8. 5/3（日）邀請馬約翰牧師台
語堂及華語堂講道。

9. 5 /6（三）姊妹團契「心靈
園地」，邀請蔡重穗長老專
講。

10.  5/17（日）松年團契專題演
講，主講：廖瑾瑗老師。

11. 5 / 2 4（日）荊棘團契讀書
會：契友分享。

12. 5/31（日）聖靈降臨節，舉
行聖禮典。

義光教會

1. 2 0 2 0年四月份恢復推行第
二梯次「讀聖經寫作業」運
動；歡迎兄姊踴躍參與。

2. 四月份始，每禮拜五上午
11:00恢復台語查經班聚會，
松年詩班練唱與直笛班聚
會。

3. 4/12（日）復活節同時舉行
設教紀念感恩禮拜。

4. 5/3（日）舉行今年度第三次
聖禮典。

仁愛教會

1. 4/1（三）松年大學開學(原
定3/4 因武漢肺炎延至4/1)。

2. 4/5-11（日-六）連鎖禁食禱
告。

3. 4/10（五）晚上7:00受難禮
拜。

4. 4/12（日）舉行復活節讚美
禮拜、聖禮典。

5. 4/26（日）全教會野外禮拜
（因疫情，將再做調整）。

6. 5/2（六）社區講座。
7. 5/10（日）母親節感恩奉獻
暨表演節目。

8. 5/31（日）全教會培靈會。

享。

3. 聖經學校2 0 2春季班3 / 8開
學。

4. 本會與基督精兵協會共同
舉辦婚姻事工同工培訓，
由王守珍長老主講。前二
次3/15(日)助人及同理心訓
練，3 / 2 2 (日 )  團體帶領訓
練，敬請長執、同工一起參
加。 

5. 松年團契3/14-4 /26停止聚
會，五月份再恢復正常聚
會。

6. 315 神學禮拜日，陳文珊老
師近距離觀察香港人權問
題，並寫下神學的反省《獅
子山下 2020 年教會目標：
釘根本地實踐愛．結連普世
行公義的反抗手札》。

7. 清明追思禮拜 4/5下午1:00舉
行。

8. 2020 愛的練習式：1) 4/18：
讀你 (妳 )的愛之語。 2 ) 
5/16：瞭解差異與衝突。3) 
6/13：原生家庭對人格和親
密關係的影響。4) 7/11：安
全式對話。5) 8/15：溝通法
寶。6) 9/12：創造安全新舞
步。時間：皆為下午2-5點。
地點：濟南教會。歡迎年輕
夫妻報名參加，報名網址：

https://bit.ly/3cnefcw。

中山教會

1. 有關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對
策有下列幾點：

① 原訂4月5日舉行之聖禮典
守聖餐延期；4月10日受難
日晚間禮拜不舉行聖餐。

② 2/23起至3月底，主日愛餐
暫停供應。

③ 第一場禮拜除了主禮拜
堂、副堂外，另開放教育
館 1 F及中庭作為禮拜場
所。

④ 進入教會請配戴口罩，以
酒精消毒雙手，並務必要
配合測量體溫，不願意配
合或有發燒者，禁止進入
教會。

⑤ 在家可以透過本會“FB/中
山一家人”的直播，與大
家共同做禮拜。

⑥ 出國回來若有發燒或呼吸
道症狀的請在家中做禮
拜，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隔離14天。

⑦ 以拱手代替握手來互相請
安。

2.  3/1總會教育委員會於中庭擺
攤介紹本會第一任牧師郭馬
西牧師的彩色繪本「馬西家

的妙妙湯」，期待兄姊藉著
繪本來認識郭牧師。

3.  雙翼門徒訓練於3/719:00召
開誓師大會，幸福小組正式
開跑。葉牧師在大會中傳講
訊息「不要怕，只管講，不
要閉口」使徒行傳18:1-11來
勉勵大家。不同以往，與會
的所有小組同工，個人當場
寫下所認領的BEST名單並
投入信箱中。

4. 3/8第二場主日禮拜中舉行第
14屆門徒學校開學、畢業禮
拜；本屆畢業生有古桂仙、
何梨貞2位姊妹，神在她們
身上有奇妙的作為，引領她
們願意一心一意來傳揚福音
的大能。目前還在受訓中學
生有25位，願神的智慧充滿
他們，加添他們力量!

5.  復活節聖歌隊將獻上的曲目:
《基督躺臥在墳墓中》，由
已故的台灣神學院教授陳
茂生所翻譯的巴哈（J，S，
Bach）復活節清唱曲。

民生教會

1. 4/12（日）10：00中原公園 
主耶稣復活慶祝會，内容：
主復活禮拜，醫治平安詩
歌，簡餐，祝褔蛋尋寶。(戴
囗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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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教會

1. 新冠病毒漫延之際，雖然有
事工或聚會暫停，但更加強
各小家關懷、聯繫及代禱。

2. 推行上帝話語 ~活潑的生
命、每日讀經4章，一年讀
完聖經一遍、聖經陪讀＆聖
經抄寫等，讓兄姊更愛神愛
人，更有智慧。

金陵教會

1. 裝備是為了服事,透過外展事
工所建立的金陵小提琴班(共
兩班)，自三月起將以小組方
式參與每月第二主日參與主
日司琴服事。

2. 武漢疫情暫停每週三中午的
外展事工-金陵畫室，但仍透
過線上示範教學,為四月份的

復活節畫展努力。

西湖教會

1. 4月19日下午三點於西湖教
會舉行林怡妏傳道封牧暨就

任西湖教會第五任牧師授職

禮拜，歡迎前來與我們同歡

慶。

北三區 >> 消息 >>
鍾玲 傳道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水源教會

1. 第七任長執於3/1主日禮拜中
就任，名單有程國城長老，
劉子潮長老；黃品慈執事、
黃豐璋執事、楊斐文執事、
翁國權執事。

2. 複式童軍團自3/8(六)上午9
點開始在青山國中小進行本

學期活動，歡迎國小三年級
到國中的同學報名參加。

3. 復活節讚美禮拜和設教27週
年感恩禮拜於4/12主日上午
10點在教會舉行，歡迎前來
共頌主恩。

4. 攝影小組4/24(五)晚上7點30
分在教會舉行作品分享，歡

迎喜歡攝影的朋友參加。

松山教會

1. 3/1（日）為婦女主日，由婦
女團契負責第一場禮拜的服
事。

2. 松年大學訂3/3（二）開課。
3. 歡樂週六訂3/7（六）開課。

安和教會

1. 4/6~4/9（一～四）受難週禁
食禱告會 。

2. 4/10（五）受難夜禮拜。 
3. 4/12（日）復活節讚美聖餐
禮拜 (第3次聖禮典)。

4. 5 / 1 0（日）母親節慶祝禮
拜。

城東教會

1. 4/10（五）受難禮拜。
2. 4/12（日）舉行復活節讚美
禮拜、聖禮典。

3. 5/17（日）設教感恩野外禮
拜。

4. 5/31（日）聖禮典。

台北大安教會

1. 4/5（日）舉行今年度第2次
聖禮典。

2. 4/6～10日（一～五）受難週
祈禱會。

3. 4/12（日）復活節主日。
4. 5/05（日）松年大學慶祝母
親節。

5. 5/10（日）母親節主日。

南崁大安教會

1. 感謝神的恩典！小組長訓練
已完成第一階段訓練，參與
的兄姊將分成鵬程萬里社
區、福祿一街共兩組，鵬
程萬里小組小組成員：汪

宜萍、羅金貴、賴湘庭、溫
美惠；福祿小組成員：曾瑞
平傳道、吳燕輝長老、觀察
員：陳幸子，請兄姊為此事
關心代禱。

2. 本會林永和長老是台灣知名
油畫家，為了支持教會推行
福音事工特別奉獻20幾幅油
畫，並將在2020年5月9日
（星期六）下午2：00在教
會舉行林永和畫家『母親節
油畫特展慈善義賣會』，義
賣所得將奉獻給教會，林永
和長老已先拿兩幅油畫在一
樓展示，請兄姊前往欣賞，
並為此事關心代禱。

六張犁教會

1. 4 / 1 0（五）受難日特別禮
拜。

2. 4 / 1 2（日）復活節感恩禮
拜。

3. 5 / 1 0（日）母親節感恩禮
拜。

4. 5/16（六）教會一日遊。

古亭教會

1. 4 / 1 0（五）受難日特別禮
拜。

2. 4 / 1 2（日）復活節感恩禮
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松年大學與社區關懷據點目
前因新冠肺炎疫情，暫停舉

辦中。

2. 5/03（日）青年主日：由青
年設計禮拜。

3. 5/31（日）10:30與沙勿略
天主堂舉辦合一禱告會。地
點：在沙勿略天主堂。

深坑教會

1. 4/8（三）方舟兒童合唱班：
社區簪纓合唱團  開練。

2. 4 / 1 2（日）復活節福音主
日：愛宴、慶生會、門徒ˊ
訓練班開始。

3. 5 / 1 0（日）母親節感恩禮
拜、讚美操開始。

林口大安教會

1. 教會推動受難週前40天禁食
禱告（3/2～4/10），透過
禱告在受難週前一起思想主
的恩典，特別為疫情及需要
的事工獻上禱告因應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教會防疫如下
（仍可能視情況調整）：

 ◆鼓勵自備口罩參加聚會，
如有咳嗽流鼻水喉嚨痛或
輕微 發燒﹥額溫37度，兩
項有任一項請務必戴口罩
或考慮在家休息。

 ◆以拱手代替握手，招待桌
備有酒精噴手，鼓勵常使
用。

 ◆教會愛餐暫停、聖歌隊暫
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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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區 >> 消息 >>
王永恩 牧師

【蘭陽區會消息】

1.  3/15(日)舉辦蘭陽區信徒造
就會，時間：15:00-17:20，
地點：蘭陽教會。講師：賴
信道老師、題目：「何謂公
共神學」。

2.  3/24(二)上午9:30於利澤簡
教會召開蘭陽區會第二次會
議。

礁溪教會

1.  3/21-22(六-日)、3/28(六)、
4/4-5(六、日)結果子協會將
於本堂一樓廣場舉辦「小大
人市集系列活動」歡迎兄姊
踴躍參加。

2.  為配合近期肺炎防疫工作，
本會原訂4/18舉行的設教百
週年獻堂感恩禮拜將延後舉
行，將視肺炎流行情況平穩
後，在行擇日舉辦。

宜蘭教會

1.  3/29(日)上午 9:30『聯合禮
拜』，舉行【歷代親人追思
禮拜】，弟兄姊妹可將您
已安息主懷之親人資料，
於 3/26(四)前傳電子檔到教
會信箱，如無電子檔請預備
「照片背面註明：姓名、出
生 日期、安息日期」。

2.  本會推動【讚美與頌揚】～
抄寫聖經『詩篇 (上1 ～75 
篇)』活動。2020/6/30(日)前
完成抄寫者 頒發禮物一份以
資獎勵！

羅東教會

1.  本會松年大學已開學，學費
自由奉獻，行政費300元，
歡迎兄姊報名就讀。

2.  因武漢疫情影響，3月份起
婦女團契、喜樂小組、兒童

詩班及長笛班暫停聚會至4
月份。

冬山教會

1.  教會社區長者關懷事工第五
期已開課(3/3-7/9)，活動免
費備有午餐(每週二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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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澳教會

1.  為籌措建築貸款還款，對外
舉行煙燻鴨肉義賣。

2. 4/12（日）上午8點，於蘇澳
鎮軍人公墓自辦朝陽禮拜，
復活節禮拜後將進行踩街送
復活蛋。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基隆區會消息】

1.  3/27在大武崙教會舉行公禱
會因新冠狀病毒疫情暫停。

2.  4/8上午十點基隆區牧傳會在
建德教會舉行。

3.  4/10受難禮拜聯合禱告會在
安樂教會舉行。

基隆中山教會

1.  3/29下午3:00基隆中山教會
楊靜欣傳道舉行封牧並就任
第二任牧師典禮。

基隆教會

1.  2 0 2 0年（上半年）幸福小
組，因新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暫停辦理。

2.  3 / 2 2舉行「和會聯合禮
拜」。

3. 淡江教會醫治禱告團隊於
3/7、3/21、3/28三次，前來
進行醫治培訓。

4.  棕樹主日受難週，將於以下
時間舉行相關禮拜：4/9聖餐
禮拜、4/10受難禮拜、4/11
醫治佈道會

5. 4/12第二主日為「復活節聯
合讚美禮拜」，並舉行聖禮
典。

正濱教會

1. 2020社區成長班春季班，因

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暫緩開
課。

2. 周末兒童繪畫班，教室每周
進行全面消毒，上課成員需
通過嚴格測溫及消毒方能進
入教室上課，視疫情可隨時
通知家長取消上課。

3. 2020年度第二季主日禮拜,已
研擬視訊講道配套措施,以便
利長者或不宜出席禮拜者。

4. 教堂等聚會場所每周固定進
行消毒。聖禮典也將以2合
一聖餐用品代用.執行同工皆
須全程配戴手套。

5. 週間的家庭探訪暫緩，隨時
以電話關懷為主。

基隆區 >> 消息 >>
吳麗雲 牧師

4. 宣教組訂3/8（日）邀請威克
理夫聖經翻譯會金克宜傳道
分享。

5. 4 / 1 0（五）舉行受難日禮

拜。

6. 4 / 1 2（日）舉行復活節禮

拜。

7. 4/19（日）要舉行長執會及
長執讀書小組。

8. 4/26（日）為北區大專事工
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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