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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我們『宜蘭教會』就已開始著手
透過youtube網路現場直播『周末/主日/周一
晚間禮拜』事工了，這樣的投入人力物力資
源的目的，為的是看見現代網路新世代需求
及多元忙碌工作的兄姊能在同一時間不同空
間也能一起同心讚美敬拜神，或是在適當的
安靜時刻停下腳步打開youtube視窗回顧聆
聽與敬拜神！

然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不斷升溫，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停辦室內100
人、室外500人以上集會。教會面對此一重
大挑戰，及須配合政府決策防疫迫切課題，
因此隨即請中會總幹事陳文欽牧師與大眾傳
達部部長楊新造牧師聯繫，研議舉行『因應
疫情 學習科技 禮拜聚會直播研討會』，經
相關人員討論會後，感謝主！也感謝大傳部
各位同工們的辛勞，於4月1日下午假『濟
南教會』舉辦「直播研討會」，聚焦手機直
播、高階直播器材、OBS等直播軟體應用，
約有60位牧長與會。

實際執行、召聚這次直播研討會的星中
公舘教會牧師王豐榮表示，此次與會的有台
北、台中、花蓮等地牧長，盼望透過蘇澳教
會傳道師陳慕恩、濟南教會牧師黃春生、弟
兄汪業政、麥穗田執行長沈緯洋等人分享，
讓大家從初階的手機直播、臉書、LINE、軟
體應用，以及高階的OBS直播軟體、攝影器
材介紹，提升各教會的直播品質與能力。

黃春生牧師介紹濟南教會如何透過LINE
群組，將教會網頁、YouTube、臉書等連結
整合在一起時強調，教會要針對長者、年輕
人等不同年齡層的會友，提供他們習慣使用

的社群軟體，更重要的是，要引導會友直接
到教會提供的連結觀看主日聚會，不要讓會
友透過瀏覽器去搜尋，否則很容易被大型教
會的直播連結吸引，這樣就失去教會想要透
過直播主日內容牧養會友的意義。

陳慕恩傳道師則介紹如何使用手機直
播，以及直播時手機應放置在何處。他強
調，直播時要注意教會網路的流量，因為這
攸關直播是否順暢，萬一半途斷線，要重新
連線就很麻煩。汪業政弟兄則分享直播軟體
的群組設定，沈緯洋弟兄分享較高階的直播
運用。星中大傳部事先在LINE開設群組，上
傳相關教材；牧長們也在群組中分享如何透
過線上刷卡或網路支付軟體等管道讓會友奉
獻。

與會者在綜合討論時也彼此提醒，主日
直播內容應站在觀看者角度設計，包括適時
放置詩歌、經文字卡；牧長在準備主日講道
內容與挑選詩歌時，也要注意避免侵害版權
的問題，以及思考是否需要花費大筆經費採
買直播器材，或是避免為了直播內容精采，
反讓主日禮拜綜藝化等問題。

綜觀此次研討會的目的，環視教會禮拜
聚會直播是只為了因應疫情，還是也能透過
這次的課題帶給眾教會牧長對於影音宣教有
另一層面更深刻反思。舉行此次『因應疫情 
學習科技 禮拜聚會直播研討會』，我個人期
待的是~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大多數的教會
影音設備無法與大型教會或直播網紅相比，
甚或是牧師講道內容與方式，也無法像『某
某名牧』那樣精采、吸引人，因此，弟兄姊
妹的『選擇視頻』就變多了，離開的也多了
或許不來的就更多了。

／楊啟仁牧師
因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因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所以，教會應不只是『禮拜聚會』這項
而已，而是該如何更多落實跟隨耶穌『關懷
牧養~家人關係』的連結才是教會是否會持
續的關鍵，有家人的關係也必會引導會友直
接回到自己教會的禮拜直播觀看，領受信仰

培育，努力在這瘟疫世代中彰顯是光是鹽，
見證基督，建造教會。(羅15:13) 『但願使
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與大家共勉。

【獻聘、續聘】
① 基隆中山教會聘請傳道師楊靜欣為第2任
牧師，任期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
月31日止，計4年。

② 西湖教會聘請傳道師林怡妏為第5任牧
師，任期自2020年3月1日起至2024年2月
29日止，計4年。

③ 松江路教會續聘葉惠娜牧師為第二任牧
師， 任期自2020年3月27日起至無任期。

【牧者異動消息】
① 總會傳道委員會同意牧師許雅婷申請外聘
續任，任期：2019/12/19～2022/12/18。
(2月7日接〔台基長(64)總傳字第173號〕
函) 

議事：
一.  推派特會員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
黃春生、中委牧師葉啟祥、中委長老柯
榮貴、會計長老胡燕妮於2020年4月19日
(日)下午3點(2:30召開特會)在西湖教會舉
行傳道師林怡妏封牧暨就任第五任牧師授
職禮拜。並向台中中會申請辦理移轉傳道
師林怡妏之籍至本中會。

二. 推派特會員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
黃春生、中委牧師李美意、中委長老陳
光宙、中委長老邱漢昇於2020年3月29日
(日)下午3點(2:30召開特會)在基隆中山教
會舉行傳道師楊靜欣封牧暨就任第2任牧
師授職禮拜。並向台中中會申請辦理移轉
傳道師林怡妏之籍至本中會。

三. 王豐榮、長老陳光宙擔任六張犁教會監選
委員，於2020年4月19日(主日)上午9:30
主日禮拜舉行監選聘請傳道師張昱庭為第
5任牧師。

四. 委託傳道部辦理2020年應屆傳道師申請相
關事宜。

五. 同意接納星中校園事工部屬下台北大專學
生中心申請應屆傳道師，共申請一名應屆

傳道師，依教會法規「大專傳道師聘派條
例」，經本中會審核通過向總會大專委員
會申請後，轉送總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六. 同意接納莊靜苑牧師於2020年7月31日退
休盡程退休，協助莊牧師完成申請手續並
轉送總會傳福會辦理。

七. 同意接納大安教會牧師洪崇錦延任報備自
2020年3月1日起至新任主任牧師就任止。
延任期間不宜超過一年，延任期間在中會
仍為正議員。

八. 同意同意推薦2020年投考台灣神學院三年
制道學碩士班推甄考試名單－濟南教會高
奇麟弟兄、潘璇蓉姐妹、南崁大安教會林
恩傑弟兄等3名。

九.  推派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黃春生、
副書記牧師施貞同、中委長老張宏德、中
委長老邱漢昇、(68屆)總委長老鄭穹翔，
於3月26-27(四-五)出席總會第64屆法案討
論會。

一〇. 同意接納總幹事辦公室租約及費用，並依
說明託總幹事辦理購買總幹事辦公設備。

一一. 同意接納2020年度部會事工補助事宜
一二. 同意接納核准松山教會報備於2020年3月

8日、6月14日、9月13日、12月13日邀請
非本宗講員UMOT聯合差傳秘書長楊承諺
弟兄、世界展望會聯合差傳團隊顧問牧師
夏超凡、OMF中督內地會台灣總幹事牧師
袁樂國牧師擔任主日禮拜講員。

一三. 同意接納核准仁愛教會報備於2020年3月
29日邀請非本宗講員台東基督教協同會會
友黃健庭弟兄擔任福音主日禮拜講員。

一四.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防制，同意接納核准雙
連教會報備於2020年3月15日～5月10日
主日禮拜，實體禮拜終止，全程採線上
禮拜轉播，以避免群聚感染及保護會友安
全。

一五. 同意接納核准礁溪教會報備暫緩舉行新堂
奉獻與設教百週年感恩禮拜。

【獻聘、續聘】
① 公舘教會續聘牧師王豐榮為第4任牧師，

牧師吳慧馨為教育牧師，任期自2020年8
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計4年。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3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4次中委會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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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中會教育部介紹
部長 戴晋奉牧師

首先代表本部全體部員向所屬七星中會
的牧長同工以及弟兄姊妹問安，特別是在武
漢疫情仍影響甚劇期間，願上帝堅固祂的教
會。經由大眾傳達部今年事工的規劃，有機
會通過本期七星通訊和大家分享我們中會教
育部的各項事工理念以及事工的計劃報告。

一、教育部組織

部長：戴晋奉 書記：洪麒喨 
會計：許莎莉
主日學組：陳良智 (長 )、李位鼎、洪崇錦、

陳美西、林耀星、郭昭南
長執培訓組：吳慧馨 (長 )、蔡政道、鍾靈、

蔡珮珺、卓翠華、布漾．星、
趙河英、朴根英

教會服事組：梁唯真 (長 )、林柏青、蘇慧瑛、
楊伯威、陳思豪、張簡麗琪

長執聯誼會：張家勝 (帶職 )

各區聯絡人： 
北一區：陳良智 北二區：布漾．星 
北三區：鍾靈  北四區：陳美西 
基隆區：卓翠華 蘭陽區：林柏青

二、資源共享平台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中明言本宗的組織
特色是以「中會」為中心，舉凡教會之設立、
管理及處置，以及人員之管理皆以中會為主
要機關。教育部組織分為四個組別，分別是
主日學組、長執培訓組、教會服事組、長執
聯誼會。而部員的組成更是邀請中會 90間
分屬六大區 (註：大台北分為四區，以及基
隆區、蘭陽區；75間堂會、15間支會 )共
24位牧者及長老一同參與、研討規劃中會各
項教育事工。盼望通過中會的教育資源共享
平台，成為七星中會眾教會的祝福。

三、事工理念

1. 提供主日學教師研習進修，促進主日學教
育的推展。

2. 提供信徒參與服事的裝備，促進信徒的委
身與服事。

3. 提供長執研習與靈性培育，促進長執的委
身與靈性。

4. 通過長執聯誼會建立平台，促進長執間經
驗的傳遞。

    數年前經過中會整體組織的再調整，以
及前教育部眾牧長同工們的努力，使得我們

② 公舘教會續聘牧師李玫莉為宣教牧師並派
駐深坑教會，任期自2020年8月1日起至
2024年7月31日止，計4年。

【牧者異動消息】
① 關懷並協助將屆齡退休牧者先行檢視並備
妥辦理退休之各項事宜。

② 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同意轉送台北大專中
心申請應屆傳道師。

③ 台中中會移轉傳道師林怡妏之傳道師籍至
本中會。

議事：
一. 同意台北大專中心動用專款作為聯合事工
費用。託幹部與台北中會幹部

二.  討論2020年中會負擔金繳交方式變動案，
決議2020年度中會負擔金3%折扣時限維
持至五月卅一日止。將提案中會議會議案
討論2020年負擔金提高優惠扣減之比例，
已經先行繳交之教會，其負擔金差額於次
年扣除。並請各部會斟酌2020年未執行之
事工費節流使用，留用至明後年。

三.  討論2020年校園事工部補助款追認案。
四.  託傳道部辦理「七星中會開拓新教會奉獻
主日」交換講台事宜。

五.  同意接納中坡教會申請一名應屆傳道師，
轉送總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六.  討論蘇澳教會申請調整2020年負擔金案。
同意接納因2018年財務已經由會計師簽
核，故維持原財務報告。蘇澳教會經常費
不足之部分，再邀請其他教會予以關心協
助。

七.  同意接納張主憫牧師申請失能給付審核
案，請星中財團法人協助辦理。

八.  討論制訂「勞退及勞保分擔比率之標準」
相關事宜，請各教會即日起遵照政府法令
辦理勞退及勞保分擔比率。雇主(教會)每
個月至少要為員工提繳薪資的6%作為退
休金。勞保的分攤比率為：雇主70%、勞
工20%、政府10%，雇主亦可選擇全額支
出。

九.  討論各教會、各部帳冊保存規則。.請各
教會會計相關憑證須保存五年，由各教會
按年限自行保管，滿五年後可辦理銷毀。
各部會會計相關憑證，繳交給財團法人保
存。

一〇. 同意接納核准南園教會報備於2020年6月
14日、21日邀請非本宗講員永和禮拜堂袁
培華弟兄、內湖靈糧福音中心劉淑慧姊妹
幸福慶典主日禮拜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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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聚會直播開啟敬拜的新視野
王豐榮 牧師

2020年 4月 1日在濟南教會舉辦「七
星中會大傳部聚會直播研討會」，感謝中會
議長楊啟仁牧師、大傳部長楊新造牧師、濟
南教會黃春生牧師大力支持，以及講師：蘇
澳教會陳慕恩傳道、濟南教會汪政業弟兄、
麥穗田沈緯洋執行長、教會公報林宜瑩記者
共同參與教學分享。

這個研討會籌備很倉促，從 3月 29日
確定要舉辦，3月 30日開始安排課程與講
師，然後透過 LINE群組宣傳，4月 1日有

60多位牧長到現場參與，除了七星中會的牧
長同工以外，也有台北中會、台中、花蓮的
同工透過課程直播一起參與。

在會中講師提出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如
果疫情結束後教會仍然會繼續直播聚會嗎？
教會要為了直播添購設備嗎？直播工作除了
牧師還有其他同工協助嗎？如果沒有，我們
如何用最簡單快速的方式直播。除了用手機
直播外，我們可以如何提升直播的品質。

中會教育部的事工理念能因應教會現況的需
要，透過不同的事工組別，期盼可以不斷地
提供眾教會更多元且更適切性的訓練與裝
備。

四、事工規劃與邀請

1. 上半年度舉辦的事工
    二月底三月初雖面對中國武漢肺炎疫情逐
漸升溫，政府緊急宣導相關防疫因應措施、
以及團體群聚種種安全規範和考量。但感謝
上帝，主日學組牧者同工們三月份仍能在符
合政府相關防疫的規範下，提供安全的環境
以及相關的防疫措施，很平安地完成連續四
個週六的主日學校長、主日學教師的進修研
習，感謝濟南教會牧長及長執的大力協助。
    另其他各組多項原定的事工也因四月份

全國受疫情嚴峻的影響，紛紛事先調整原定
計劃，有的不是緊急取消、就是採取延期辦
理。感謝上帝憐憫台灣經歷連續大約一個月
的境內外移入零確診案例，疫情有較為緩和
的情勢。所以長執訓練組將於 5月 30日在
台北公館教會舉行今年度第一次長執培訓 ---
聖經理財原則、教會經營管理，敬請於 5月
25日 (一 )完成網路報名，屆時我們仍然配
合政府相關防疫措施，進行課室及人數的管
控。
2. 下半年預計的事工
    以下提供下半年預定之事工的內容與時間
表，我們將會因應疫情變化進行彈性調整，
敬請眾教會牧長、長執、同工們屆時留意我
們教育部所寄發舉辦公文的通知，願上帝保
守祝福眾教會各項教育事工的推動。

日  期 事  工 備  註
*取消 6/25-26（四 -五） 教會觀摩（與教社部合辦）

*取消 延至明年 教會服事組 -臨終與告別的服事 教會服事組

視疫情調整 長執聯誼會研討會 長執聯誼會

*取消 8/24-26（一 -三） 總會第 17屆生命教育種籽講師培訓營 總會教育委員會

9/12（六） 第二次長執培訓 長執培訓組

10/18（日） 
視疫情調整

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長執聯誼會會員大會暨改選

於各教會舉行 
長執聯誼會

11/13-14（五 -六） 總會第 14屆主日學老師靈命培育生活營 總會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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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應武漢肺可能帶來群聚感染的
威脅，從公部門至公司行號都開始採取虛擬
會議取代實體會議。一時間洛陽紙貴，許多
虛擬會議設備開始大量被採購。因此，台灣
教會界也吹一股「直播風」用來暫時取代實
體聚會，包含主日禮拜與週間聚會。只是這
股風潮之下，也有一些值得吾人省思的地方
──上帝之道與網紅模式是否能共融？

從大眾傳播來看，掌握媒體就等同具備
話語權。我們每天都從媒體獲得大量資訊，
也進一步影響我們的行為與判斷，這就是媒
體的力量。新媒體超脫傳統媒體（如報章雜
誌），形成現代人很習慣賴以汲取資訊的載
具。因此，經營新媒體成為一種時代趨勢。

曾經接觸新興教派，他們致力於新媒
體操作已至少十年。新興教派早期投入設
備、人力資源，大量應用於主日禮拜與社群
媒體。直到近幾年興起直播、網紅熱潮，新
興教派也就「無痛升級」，透過新媒體，再
次印證媒體的無遠弗屆的力量。曾有某新興
教派利用視訊通話方式，讓遠居海外的「家
人（信徒）」與參加現場聚會的「家人」相
談甚歡，營造一場別具溫馨的千人跨年禱告
會。

宗教改革時期，印刷術加速了訊息的
流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承繼改革宗神學傳
統，也應當善用媒體將福音信息廣傳，更應
該在時代潮流之中，掌握新媒體的話語權。
曾有人評論武漢肺炎肆虐，讓大地有了喘息

新媒體，超前部署！ 
陳慕恩 傳道師

在直播中有幾個關鍵的要素：1.收音：
聲音比影像更重要，如果聽不清楚，觀眾就
很難繼續參與聚會。2.網路速度：速度太慢
會造成整體品質下降，建議要用有線網路比
較穩定。3.畫面：除了視訊，是否可以合
併字幕、講道 PPT。4.要使用甚麼樣的攝影
鏡頭：專業攝影機、家用攝影機、監視器。
5.電腦的速度：電腦不要太慢，不然很容易
延遲停頓。6.要使用甚麼樣的平台直播：
YOUTUBE、FACEBOOK、ZOOM、Jitsi 
Meet，可以讓會友看見有多少人一同參與
聚會。

公舘教會使用臉書直播是從 2018年開
始，因為有位會友生病無法來聚會，希望透
過臉書直播讓他可以參與聚會，從此以後幾
乎沒有停止過，兩年多來每次在線上的人都
不多，偶爾有人上線按個讚、貼圖、留言，
給我一點鼓勵。也有在美國的會友會上線一
起參與聚會。

臉書直播比較有互動性，可以透過好
友分享快速邀請線上的朋友一同觀看，也可
以看到有誰在線上一同參與。不過時間一久
檔案多就不容易找到資料。接下來教會改用

YOUTUBE直播，連結比較可以完整查閱。
但是就少了臉書幫忙推播分享，兩個平台各
有優點。

從 3月 15日開始英國、美國教會暫停
聚會，許多教會在短時間開設頻道做禮拜直
播。4月 12日復活節當天透過 YOUTUBE我
參與世界各地的復活節禮拜，有一個牧師在
房間講道分享、有教會預錄影片邀請會友在
戶外讀經與唱詩歌敬拜、有傳統的天主教會
聖公會的聚會、有活潑的敬拜讚美教會。這
一天非常興奮，雖然世界各地多數教會無法
聚會，但是透過網路我們連結在一起。我特
別在每個教會的直播留言中留下，「耶穌已
經復活，from Taiwan」。

每個禮拜天您只要在 YOUTUBE搜尋寫
「worship」條件設「直播、一小時內」。
就可以看見現在全世界的主日禮拜，從印
度、德國、英國、美國…。從傳統到現代，
全世界都在為耶穌做見證。

疫情結束後您的教會會繼續直播嗎？我
們會，因為我們也在網路世界中繼續為主做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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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葉榮生 牧師

和平教會

1. 6/07（日） 廣福牧師主日講
道(暫定)

2. 6/13（六） 蔡茂堂牧師查經
班(線上直播)

3. 6/14（日） 蔡茂堂牧師講道
(暫定)

4. 6/21（日） 聖餐禮拜(暫定)
5. 7/11、18、25（六）洗禮班
6. 7/18（六） 蔡茂堂牧師查經
班(線上直播)

東門教會

1. 6/3（三）姊妹團契讀書會：

禱告專講和操練，陳惠玲牧
師主講，因疫情關係改線上
觀看。

2. 6/7（日）召開定期長執會、
小會。

3. 6/7（日）漁網團契聚會，當
日牧師講道內容問題討論分
享。

4. 6/13（六）漁網團契小窩禮
拜，在莊勝傑弟兄家舉行。

5. 6/21（日）原住民堂舉行排
灣族語主日禮拜。

義光教會

1. 2020年六月份再度推行「讀

聖經寫作業」運動；歡迎兄
姊踴躍參與。

2. 六月份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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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日）舉行今年度第三次
聖禮典。

4. 6/14（日）舉行2020年培靈
講座，邀請張思聰牧師主持
主日禮拜講台並主講培靈講
座。

5. 7/4-5（日）舉行野外禮拜，
預定地點：司馬庫斯

仁愛教會

北一區 >> 消息 >>
林欣慈 傳道

 濟南教會
1.  5/3起恢復聖經學校課程：哥
林多前書班(吳孟翰老師)、
啟示錄班(孫寶玲牧師)。

2. 婦女團契姊妹決議，將今年
母親節禮物之預算，轉為建
堂奉獻。

3. 松年、婦女團契聚會暫停至
五月底。

4. 歡迎兄姊加入台北濟南教會 
Line好友，可以獲得教會最
新消息與公告。加入方式：
1) https://lin.ee/baAwenr，
2)掃掃描 QRcode，3) 搜尋 
@chelamchurch

5. 5/15大禮拜堂彩色鑲嵌玻璃
施工完成，是以約翰福音
「七個我是」作為創作的主
題。而小禮拜堂的七間教室
就是以耶穌「七個神蹟」的
地點來命名。

6. 5/17青年牧區聯合聚會，邀
請 高慧軒諮商心理師於心情
電影院分 享，主題：「大法
官」。

7. 5/31下午2:00神學禮拜日：
《馬偕傳》舊書新讀分享
會。由王榮昌牧師/真理大學
助理教授主講，鄭睦群老師/
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與談，黃
春生牧師主持。

8.  6/7(日)下午2:00-5:00神學禮
拜日與總會研發中心共同主
辦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週年講
座。講座一：香港故事不易
講；講座二：反送中運動在
台灣。

9. 6/13(六) 舉辦福音茶會，邀
請好家在劇團前來演出【福
音戲劇～家】14:00入場，
14:30開演。歡迎一同來參
加！

10. 2020 國際古蹟日寫生比賽，
比賽時間：8/22~30(總共9
日 )，當日9:00-17 :00。報
名：即日起至8/2止。

中山教會

1.  面對武漢肺炎擬訂禮拜、聚
會因應對策，可在家看教會
直播，一同禮拜。

2.  福音主日：5/24（日）福音
主日，上午10:00及11:30第
一、二場主日禮拜，邀請
全福會蔡岡樺弟兄見證分
享，講題：「永不放棄的人
生」，父母親到處求神問
卜，也改變不了他的火爆
性格！敢拚、敢衝的年輕氣
盛、經歷3次公司倒閉的挫
折！  30歲砍掉重練，走進
教會與全福會，經歷神的翻
轉，挽回岌岌可危的婚姻！
進入外商成為專業經理人！
永不放棄的人生，立志為主
而活！

3.  親子講座：6/6（六）、6/13
（六）兩天比翼團契將舉辦
2 0 2 0親職工作坊，主題：
「親子雙贏的教養智慧」，
講員：林慧貞（台南世界
之光聖教會師母），限額
50名，每一位報名費600元
（包含活動兩天的午餐），
兩天有安排孩童照顧和活
動，期待夫妻一起報名。

的機會，雖然尚未有明確證據，但臭氧層得
以修復、印度恆河清澈都讓人不禁思考上帝
攝理。同樣的契機，武漢肺炎是否也帶來一
種新媒體運作的必然性？

《詩篇》19篇 4節：「祂的量帶通遍
天下，祂的言語傳到地極。」上帝的真道是
沒有人可以束縛，反倒是人常侷限了上帝的
作為。所以常有人戲稱「牧師是否要成為網
紅？」我常抱持肯定的答案回答「可以是」，

因為網紅有數以萬計的粉絲從網紅獲得資
訊。那，有數以萬計的信徒，從一個新媒體
牧者得到福音、得到餵養，豈不是上帝之道
廣傳之法？新媒體的運作，擺脫傳統電視媒
體的運作，不再需要挹注大量設備、人力，
甚至一個人就能開啟新媒體傳道之路。因應
時代潮流變化，讓我們升級為「教會 3.0」，
從原有的禮拜堂侍奉走出來，進入新媒體時
代，讓我們也一起「超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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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教會

疫情無法阻隔上帝的愛

1. 因應武漢疫情並配合政府相
關防疫規範與疫調措施，本

會主日實體聚會不打烊，同

時段亦提供無法前來教會主

日禮拜的弟兄姊妹線上直

播，同心敬拜。

2. 大多團契仍維持正常聚會，
享受在主裡的團契。

3. 除金陵畫室與舞蹈戲劇班因
疫情暫停上課外，小提琴服

事團與金陵弦樂團等外展事

工，目前都已恢復正常上

課，願主堅固我們所做的

工。

西湖教會

1. 感謝主，本會已在眾教會兄
姐祝福裡完成林怡妏傳道封
牧暨就任授職感恩禮拜，展
開異象共同服事。

2. 因應防疫期間暫停愛餐，母
親節慶祝以盒餐方式，讓兄
姐帶餐盒回家以享肢體之
愛。

北三區 >> 消息 >>
鍾靈 傳道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南港教會

1. 本會於5月10日主日舉行母
親節、青少年主日、親子禮
拜，邀請青少年團契參與主
日事奉及慰勞母親的辛勞。

2. 本會於6月14日(日)開始三場
禮拜時間如下，請關心和代
禱：

① 第一場禮拜 (台語 )，時間
9:30~10:30

② 第二場禮拜 (兒童 )，時間
9:40~12:00

③ 第三場禮拜 (華語 )，時間
11:00~12:00

6. 6/6（六）11:11兄弟團契第2
季例會暨慶生會。

7. 7/5（日）設教49週年，舉行
福音見證主日，邀請黃健庭
弟兄（前台東縣長）前來本
會分享。

安和教會

1. 6/7(日)第4次聖禮典。
2. 6 / 2 1 (日 )  三星教會建堂募
款。

城東教會

1. 6/7（日）長執訓練會邀請七
星中會總幹事陳文欽牧師專
講。

2. 6/21（日）青年團契主日。
3. 7/26(日) 舉行今年度第4次聖
禮典。

台北大安教會

1. 5/24(日)～8/23(日)第100期
成人主日學『超越之愛—何
西阿書』。

2. 6/07(日)舉行今年度第3次聖
禮典。

3. 6/10(三)禮典聖樂委員會聖
樂組舉辦「教會管風琴司琴
人員培育課程」。

4. 7/15(三)～8/28(五)舉辦『翻
轉一夏』暑期兒童夏令營活
動。

南崁大安教會

1. 5/30（六）有強壯的身心靈
才能服事神，訓練裝備部成
立『自由行小組』，將透過
健行、爬山的方式來榮耀
神。

2. 7/20~24（一~五）下午16：
20～19：30舉辦暑假兒童夏
令營。

六張犁教會

1. 7/5(日)下午15:30張昱庭傳道
師封牧暨就任本會第5任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

台北公舘教會

1. 5/24(日)成人主日學邀請鄭
仰恩教授上課。

2. 5/24(日)長執訓練會邀請台
北中會總幹事蘇振財牧師分
享(本會青年)。

3. 5/31(日)聖靈降臨節，與沙
勿略天主堂舉辦基督徒合一
禱告會。

4. 原定6/21舉辦三公舘教會聯
誼，延後至2021年是屏東公
舘教會60周年。

5. 7/05(日)全教會靈修會在禮
拜堂舉行，邀請蔡茂堂牧師
專題分享。

深坑教會

1. 6/27（六）石碇山林健行。
2. 7/5（日）新任長執就任式。

林口大安教會

1. 6/21（日）舉行兒童主日崇
拜。

【基隆區會消息】

1. 因應疫情五月底在基隆教會
舉行的聖靈降臨節聯禱會暫

停，六月份以後的 聯禱會視
當時政府的規定行事。 

2. 5/13 日上午 10 點基隆區牧
傳會在東明教會舉行。 

基隆教會

1.  5 / 3為「青年事工紀念主
日」，因疫情關係延後舉
行。

2. 5月起，每週三 07:30 線上
「晨禱」直播。 

3. 5 / 1 0為「母親節聯合禮

拜」，也是家庭主日，線上
直播為母親祝福。 

4. 6/14 第二主日，分兩堂舉行
「聖禮典」。 

5. 6/28(日)設教145紀念主日，
為聯合禮拜，09:30 開始。
會後備有愛餐，在主愛裡彼
此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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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愛的關懷,專業化的服務.

【蘭陽區會消息】

1.  6月9日(二) 9:30於頭城教會召開蘭陽區第三次
區會。

礁溪教會

1.  本會實體禮拜已恢復聚會，同時也有做錄影轉
播，並於禮拜後上傳至網路平台，提供給不能
前來的弟兄姊妹可在家中觀看。

2. 本會建堂報告：進行小部分施設施工檢修，新
堂設備桌椅家電添置，視訊網路設備裝置。請
弟兄姊妹為本會建堂事工持續關心、代禱、奉
獻。

宜蘭教會

1. 5/24(日)為『愛護環境主日』，本會將舉行
「愛在宜蘭~壯圍淨灘活動」，當日上午8:30
預計於『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先行『祈福
禮拜』，9:30『壯圍沙丘附近海灘』舉行「愛
在宜蘭~壯圍淨灘活動」，10:45活動結束。當
天自由前往參加(請自備口罩、飲用水、防曬
用品、午餐自理)，相關交通接送請各小區(小
組)協助辦理，也歡迎邀請家人與親友/福音朋
友一起前往參加。

2.  本會推動{讚美與頌揚}～抄寫聖經{詩篇(上
1～75篇)}活動，於6/30(日)前完成抄寫者頒發
禮物一份以資獎勵！

羅東教會

1.  本會各小組5/10起開始恢復聚會，請弟兄姊妹
預備心。

2.  五結教會建堂已經完工使用，已付款4,934萬
元，請關心奉獻。建堂基金:2,914萬元，貸款
1,692萬元。

3. 請為三星、冬山、利澤簡、四結各教會社區事
工奉獻、請關心代禱。

三星教會

1.  三星教堂擴建社區教育館進度已超過50%，現
正進行電梯及樓梯的屋突工程。小會同意向
「台南市新樓儲蓄互助社」申請不動產抵押貸
款600萬元，分期20年，年利率1.95%。補申請
舊禮拜堂所有權狀，公告完成後並登記回財團
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  擴建募款義賣品，有十字架 (古舊檜木、櫸
木)、刻十字架燭台、精油擴香木、可洗式布
口罩、銀葉樹種子吊飾、編織吊籃、彩布包等
項目，請參考黃保諭牧師臉書，有意者可來電
洽詢03-9892352、0920-695554。

3. 因應黃牧師時常外出募款，感謝蘭陽區的牧長
及退休牧者協助本會主日講道，第三季請繼續
支持。

6. 原訂7 / 9 - 7 / 1 2 (四 -日 )舉辦
「2020 暑期生活營」，因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活動取
消。 

正濱教會

1. 周末社區兒童繪畫班、奧林

匹克數學，六月份恢復上
課。 

2. 社區婦女成長班暫緩至秋季
開課。 

3. 主日實體禮拜及線上直播同
步進行。正濱教會直播網網

址：https://live.cppct.org   愛
餐改以外帶便當。 

4. 幼幼班本季主題「信心之父
系列」。 

5. 青少契聚會因疫情關係暫
停。

4.  今年因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中會各部會及
各教會許多活動事工計畫被迫暫停或取消，懇
請各肢體教會思考提撥部分結餘經費作為本
會擴建不足之所需。建築捐獻：郵局帳號：
0111351 0261121，戶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三星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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