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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各位牧長，大家平安。今早
我們的聚集，我相信是一個很特別的聚集。
在這個我們沒辦法預料的武漢肺炎影響裡，
我們看見教會在這個世代，特別在每一個國
家、每一個社區，它的存在是不是再一次也
給每一位基督徒、特別在座每一位牧長，有
更深的思考和反省。

我們面對這個無法料想的病毒，或也有
可能以後還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更新的病
毒會產生！教會～基督的信仰團體要怎樣來
面對在這個變化快速的時代？我們要怎樣以
主更堅強的信心，來面對這世代的改變？

謝謝同工的提醒，在疫情初期，我們的
中會就趕緊透過『大眾傳達部』舉辦～『因
應疫情 學習科技 禮拜聚會直播研討會』，
謝謝『濟南教會』以及『大眾傳達部』所有
參與的同工，為著就是要面對這個疫情中
間，我們所做的應對方式。

不過，在網路禮拜、實體禮拜已經過半
年的現在，不知在座所有的牧者和同工，我
們對這半年內有甚麼樣的思考？對我們宣教
團體的每一位牧長，在我們內心有甚麼樣更
重的負擔沒有？

今天我期待透過約珥書的經文來彼此互
相勉勵，在困難的現況裡，我們要怎樣來面
對，在困境裡面上帝所給我們的盼望？

我相信今日我們所遇到的，不僅是武
漢肺炎的威脅；我們今日所遇到的，還有很
多的威脅～極端氣候…。不只是這個病毒，
還有更多我們不了解，或是很多新的病毒，
甚至現在已經發生的病毒，也在世界各角落
漸漸的出現…前不久，在金門發生『牛結節

病毒』(皮膚出現斑點硬塊)，這個病毒不知
是否會傳入台灣？不只這個病毒，我們看到
異常氣候，擔憂中國三峽水壩是否崩塌？日
本的豪大雨…很多國家的荒旱和戰亂，很多
的天災地變…這些嚴重程度，並不亞於先知
約珥書上記載，關於以色列國家所遭遇的困
境。

在舊約聖經中，我們常看到：耶和華上
帝、百姓和土地，這三者重要的關係，人和
上帝的關係的好與不好，都是透過土地的生
產與否，讓人明白上帝在跟我們說話。

透過約珥書再次提醒我們～耶和華的
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背叛的以色列百
姓，因罪遠離耶和華而將會面對環境帶來的
威脅及驚恐，甚至是死亡。然而我們的上
帝並不是要叫我們驚恐，我們的上帝是慈愛
的，我想：身為父母的，並不會成天以杖恐
嚇子女。我們的上帝也不是要叫我們驚恐，
但為何我們學不乖？

今天在新約時代，特別我們處在這後疫
情的世代，再次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站在
這塊土地，在台灣，我們牧養上帝的教會，
教會不僅指禮拜堂，也是指我們所處的區
域，串連這些區域，在這疫情當中，我們是
否把握住　神給我們的每時刻，能夠做的宣
教事工？

期望鼓勵中會所屬的眾教會，在上帝所
託付我們的區域，即便是困難的環境，如同
先知當時所處的環境，能夠發揮光和鹽的功
能，我們要讓社區有盼望，讓教會有盼望，
讓福音能在區域中傳揚。抑或是，我們也跟
著環境哀嘆？哀悼自己教會的困難？

／楊啟仁牧師

盼望在於耶和華盼望在於耶和華
約珥書 2章 23~30  ( 星中 69-3 中會議會講道 )



七星中會有89間教會，雖然在台灣不
同位置，但是我們共同面對一樣的問題：有
瘟疫、異常氣候、傳染病、很多社會問題、
又包含自己教會的問題、又包含中會的問
題…。在這困難的時期，我們要以存謙卑的
心～『盼望在於耶和華』的態度來面對這後

疫情的時代！

約珥書中說：這是耶和華的日子。耶和

華大而可畏的日子。

約珥書再一次提醒我們：2：27上帝與
我們同在，上帝與我們同在。

【獻聘、續聘】
① 六張犁教會聘請傳道師張昱庭封牧就任
為第5任牧師，任期自2020年6月1日起至
2024年5月31日止，計4年。

議事：
一.  討論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相關事宜案，
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預訂7月13日(一)上
午10:00在台北濟南教會大禮拜堂舉行召
開。本次中會聖餐暫停。中會發公文通知
出席時，請正議員報名時須加註出生年月
日。

二. 推派特會員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黃
春生、中委牧師王豐榮、中委長老林榮
道、中委長老林萬賀2020年7月5日(主日)
下午3點在六張犁教會舉行傳道師張昱庭
封牧暨就任第5任牧師授職禮拜。

三.  推派牧師李美意、長老邱漢昇擔任和平島
教會監選委員，佇2020年7月5日(主日)上
午10:00主日禮拜舉行監選(9:30特會)，監
選聘請傳道師陳欣瑋為第3任牧師

四. 推派牧師陳賢豪、長老陳光宙擔任信義教
會監選委員，佇2020年7月5日(主日)上午
10:00主日禮拜舉行監選(9:30特會)，監選
聘請傳道師陳啟宏為第2任牧師，公決通
過。

五.  推派牧師李美意、長老謝英智擔任瑞芳教
會監選委員，佇2020年7月12日(主日)上
午10:00主日禮拜舉行監選(9:30特會)，監
選聘請傳道師范詠婷為第2任牧師，公決
通過。

六.  同意接納牧師林增坤於2020年9月10日盡
程退休，協助林牧師完成申請手續並轉送
總會傳福會辦理。預定於第70屆第1次中
會議會中致贈禮金五仟元，公決通過。

七.  同意接納南方澳教會、台北大專學生中
心申請應屆傳道師，共申請2名應屆傳道
師，轉送總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八. 同意接納牧師白玉滿申請事假自2020年3
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並轉送傳福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九. 同意接納傳道師鍾靈於2020年5月31日自
五常教會離任並請辭公職，送傳福會、總
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一〇.  同意協助泰宣教會向總會傳道委員會申請
辦理核發開拓教會補助款。宣教基金自

2020年4月1日開始，每年補助16萬元，
為期三年。

一一. 討論七星中會宣教基金調整案，補助圓山
教會、泰宣教會、林口大安教會。

一二. 討論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北和平
教會組織暨捐助章程、捐贈財產清冊總額
修正案，同意接納修改財團法人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台北和平教會組織暨捐助章程、
捐贈財產總額表，送總會財團法人、星中
財團法人辦理審查，並呈送第69屆第3次
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一三.  推派長老賴信澤、長老陳秀惠、長老陳秀
英3位為代表七星中會的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台北和平教會董事第一屆董
事，送星中財團法人、和平教會辦理，並
呈送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一四.  同意接納各教會參加松年部與婦女部之
「松年代表」、「婦女代表」，需出具小
會推派同意書始得擔任部員資格。

一五.  討論小型教會事工補助申請核定案，同意
接納2020年度補助如下：松江路、徐春
芳、台北復興、成德、建德、基隆中山、
頭城、利澤簡、三星等教會。2020年度補
助總計24.5萬元。
＊為加強支會傳道者謝禮補助與小型教會
事工補助之審查，請申請教會按下列要點
辦理。

① 小型教會於申請補助前時需要向中委會提
報事工企劃書。

② 事工年度結案時，應提成果報告書給總幹
事評估，作為隔年申請時的參考。(成果報
告書格式，由總幹事設計。)

③ 接受支會傳道者謝禮補助與小型教會事工
補助者，請總幹事安排訪視、關心與輔
導。

④ 需參加小型教會增長培訓。
一六. 討論部會事工相關事宜案，
① 因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2021年各部補
助款勢必減少。請各部會在武漢肺炎疫情
期間，未辦理之事工費，應予以留用至次
年。各部事工補助款，每年將分上半年、
下半年二次撥款。

② 70週年相關活動：舉行「七星中會教會發
展研討會」時間訂於7/19(日)下午3:00至
7/20(一)晚上6:00，於宜蘭礁溪教會研討

【獻聘、續聘】
① 七星中會聘請牧師陳文欽為第二任總幹
事，請書記牧師黃春生主持，議長牧師
楊啟仁、總委長老長老林榮道代表中會獻
聘，任期自2020年3月1日起至2024年2月
28日止，計4年。

② 馬偕醫院續聘牧師陳景松為機構牧師，
任期自2020年8月2日起至2021年8月1
日止，計1年。馬偕醫院續聘牧師彭榮恩
為機構牧師，任期自2020年7月1日起至
2023年6月30日止，計3年。

議事：
一. 同意接納2021年七星中會各教會中會費負
擔金案，提案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
討論。

二. 同意接納城東教會申請建堂募款延長案，
自2020年2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延長後
為期1年半向中會內各教會募款。提案第
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三. 再議並接納修正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台北和平教會組織暨捐助章程案，並呈
送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討論

四. 同意接納，修正「七星中會開拓新教會辦
法」，並呈送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
討論

五. 確認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議案內容。
六. 同意接納南方澳教會撤回原申請應屆畢業
生之傳道師案件，轉送總會傳道委員會辦

理。

七. 委請雙連教會繼續擔任圓山教會之母會，
牧師楊新造繼續擔任圓山教會小會議長。

八. 接納由七星中會協辦，社團法人台灣厝邊
有愛關懷協會承辦「109年高齡關懷事工
教會同工培力課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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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同意接納託星中教社部於2020年8月16日
(第3主日)安排辦理交換講台事宜，以利各
教會參與「教會及社會奉獻主日」事工。

一〇. 推派中會總幹事牧師陳文欽繼續擔任星中
傳福副委員(傳福會第九屆傳福副委員)，
自2021年l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並轉送傳福會辦理。

議事：
一. 確認第69屆第3次中會議會手冊內容及議
案。

二. 討論制定七星中會銓衡總會、大會(董、監
事及委員)施行細則相關事宜。

三. 討論修改七星中會開拓新教會辦法施行細
則。

四. 同意接納牧師陳佩儀續申請事假自2020年
9月1日起至2021年8月31日止，並轉送傳
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五. 同意接納牧師陳淵源續申請事假自2020年
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並轉送傳
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六. 同意接納傳道師陳榮恩申請事假自2020年
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並轉送傳
福會、傳道委員會辦理。

七. 重新定義確認牧師張主憫為任職中病假
2019年07月01日至2020年6月30日止，

7月1日起不復職離任。未繳傳福會等費
用，應予以補繳，並轉送傳福會、傳道委
員會辦理。

八. 同意接納移轉牧師張主憫之牧師籍自2020
年7月1日起移轉至泰雅爾中會。

九. 接納牧師鄭元獻申請事假自2020年8月1日
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並轉送傳福會、
傳道委員會辦理。

一〇. 同意接納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捐助章程』
部份條文修訂案，並送第69屆第3次中會
議會議案討論。

一一. 推派特會員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黃
春生、中委牧師陳天來、中委牧師黃保
諭、中委長老柯榮貴於2020年10月31日
(六)下午1點30分在礁溪教會舉行剪彩開
鑰、2點主持新堂奉獻與設教百週年感恩
禮拜。

一二. 推派牧師資格評鑑小組，預定於9月3日進
行「牧師資格檢定」評鑑面談。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5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6次中委會議錄

中委會 >> 消息 >>
第69屆第7次中委會議錄

事工。託總幹事予以規劃討論中會、教會
及各部會事工發展。

③ 年度事工協調會１：預計於8/28召開，請
部長於8/15前將2020年度事工計劃、預算
(含年度事工補助款申請表)、行事曆檔案

mail至中會。
④ 年度事工協調會２：預計於9/27-28召
開，請部長於9/5前將2020年度最終版
事工計劃、預算(含年度事工補助款申請
表)、行事曆、部員名單檔案mail至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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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教會 趙河英牧師、朴根英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五結教會 張簡麗琪牧師
新任牧者介紹

我們是從韓國基督長老
教會來台灣宣教師，我叫趙河
英，我老婆叫朴根英，兒子叫
趙亶。現在我們是濟南教會的
宣教牧師。

我們去年十一月來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幾個人幫我們
很多事情。所以我們的生活比

較好。從今年二月以後，我跟
朴牧師在語言中心學中文。還
有我的四歲孩子去幼兒園。

我們想要在濟南教會一起
做宣教活動。以後我們和七星
中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起
做上帝的事。總是我希望上帝
的恩典永遠與你們同在！

感謝神的恩典與揀選，呼召我們全家來
到七星中會蘭陽區五結教會牧養，全家人在
一起事奉是極大的恩典，三年多以來，已經
適應宜蘭的天氣，喜歡宜蘭的美！

我生長於台灣南部高雄市大寮區的一
戶人家，是稱「張簡家族」，近幾十年來非
常流行「獻身」，意即讀神學院後全職事奉
上帝。而我們皆是出產於潮寮教會，非常感
謝母會的牧師有力的鼓勵及親人的支持與代
禱，成就了上帝美好的旨意。

我在 1997年畢業於台南神學院基督教
幼兒教育系，父母當時以為我會開始從事幼
兒園工作，但是，上帝呼召我有機會到韓國
首爾唸宣教學院兩年，當時身處異國文化，
也享受異國風味，適應（No kimchi no 
food)的恩典，課程非常密集是該學院的特
色，且以禱告為生活的訓練。畢業以後在美
國學語言以及在當地教會事奉約有八個月；

禱告後在 2003 
年回到南神就讀
道碩 ，2006 年
畢業至今牧會邁
入 14 年， 時 間
飛快，歲月增添
不少皺紋，感謝
上帝眷顧我們
的兒女 ( 允恩 &
允信 ) 也漸漸長
大，進入新的學
習階段！

深深覺得，越是牧養教會越是覺得自己
不足，要更努力學習並且謙卑跟隨主，願能
降服神的旨意在此服事人、尊榮神！祈願能
在這上帝呼召之地，全家一起忠心服事上帝
並且與會友們一同齊心努力傳福音。因我相
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一三. 推派書記牧師黃春生、總幹事牧師陳文
欽、牧師王豐榮、長老胡燕妮、副書記
施貞同(一領一新倍加小組執行長)、傳道
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於2020年8月31日
11:30～9月2日13:00(一～三)出席參加
「NOW&NEXT-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
回顧與展望～2020年新倍加年度宣教會
議」。

一四. 推派議長牧師楊啟仁、書記牧師黃春生、
副書記牧師施貞同、會計長老胡燕妮、總
幹事牧師陳文欽、牧師葉啟祥、牧師張軒
愷、長老林萬賀、長老謝英智、長老柯
榮貴，於2020年10月30日7:00出席參加

「2020年國家祈禱早餐會」。
一五. 同意接納社團法人台灣厝邊有愛關懷協會

撤回「109年高齡關懷事工教會同工培力
課程活動」申請案。

一六. 推派中會幹部、法人董事長、總幹事出席
北中大橋教會土地建築聯合開發座談會，
並建議台北中會邀請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派
代表參與座談會。

一七. 討論並確認2021年行事曆內容。
一八. 討論本中會大專中心學舍硬體規劃暨整修

相關事宜，託幹部及財團法人場勘後再規
劃。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介紹
王思婷 部長

1. 根據總會婦女 70週刊記載，本部於 1956
年 7月 19日下午 1時假宜蘭教會召開首
屆女宣道會，請馬黎輝姑娘及洪宇英女士
指導而成立。當日出席參加的教會有 20
餘間，人數約 60餘名，各教會推派二名
代表中選出部員 6名，首屆部長為鄭李秋
蘭姐妹（為鄭蒼國師母）。 

2. 本部初分三區（台北小區、基隆小區、蘭
陽小區）加入本部之教會有 42間。小區
自行推行事工，負擔一切財務，每月輪流
舉辦聯誼會一次。

3. 於 1987年、台北小區由敦化南北路為界
線分台北東小區、台北西小區、從此本部
有四小區、各自進行聯誼聖工。

4. 星中女宣合唱團於 1979年廖吳絹惠部長
成立，指揮林純純老師。

5. 基隆女宣合唱團於 1985年許秀梅部員成
立，指揮黃文裕老師。

6. 蘭陽女宣合唱團於 2000年林淑媛部長成
立，指揮張仁理牧師。

一、2020年組織
議  長：楊啟仁牧師－宜蘭教會
輔 導 牧師： 陳文欽牧師
顧   問： 陳春惠－宜蘭教會
東小區區長： 楊秋蘭－內湖教會

部長：王思婷－基隆教會
西小區區長： 簡清芬－台北公館教會

副部長： 陳彥禎－頭城教會
蘭陽區區長： 林玉琴－南方澳教會

書記： 劉惠娟－松山教會
基隆區區長： 柯佳慧－東明教會

副書記：黃正蕙－羅東教會
七星合唱團團長：黃翠鑾－大直教會

會   計： 鄭愛玲－台北東門教會
基隆合唱團團長：蘇雅慧－榮隆教會
出   納： 林玉華－金包里教會
蘭陽合唱團團長：蘇惠珍－四結教會

部員：呂明雪－雙連教會
部員：周秀鳳－汐止教會

二、事工重點

1. 參加總會婦女委員會人才訓練會
2. 舉辦各區師母、會長聯席會
3. 推行婦女事工紀念主日，邀請各教會共
同關心支持並鼓勵婦女在教會服事

4. 舉辦各區世界公禱日禮拜
5. 舉辦信仰生活營
6. 舉行各區母親節慶祝會 :
7. 參加總會婦女委員會舉辦婦女共識營
8. 參與北大女宣道會靈修會
9. 舉辦關懷靈修之旅
10. 參加總會婦女委員會全國婦女靈修營
11. 舉辦各區年會
12. 參與北大年會
13. 舉行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年會及新任部
長及幹部就任式」暨「聖誕節慶祝會」

北一區 >> 消息 >>
林欣慈 傳道

 濟南教會
1.  712神學禮拜日，主題：香
港國安法，劍指台灣？由陳
文珊老師主持，宋承恩老師
主講。

2. 2020國際古蹟日寫生比賽。
比賽時間：8/22~30(總共9
日)，每日9:00-17:00。

3.  7/21-23舉辦eSpa生活營，
主題：活出最好的自己。講
師：蘇絢慧、丁介陶、林東
生、林永頌、施淑貞等。

4.  7/27-8/2舉辦福音隊，與桃
園巴陵教會的青年一同參與
農忙勞動、靈修晚禱、桌遊
交誼。 

5. 8/27-29舉行【全國青年查經
營～我們與聖經的距離】

6.  受總會委託本會自2 0 1 9年
12月成立香港團契迄今。小
會議決在9月起開設廣東話
禮拜，禮拜時間：主日下午
1:30-3:00於小禮拜堂。由台
灣神學院孫寶玲牧師帶領，
香港二位在台的姐妹安琪
拉、路美擔任同工。

7. 7/19(日)兒童主日學在B1中
庭舉行「繽紛一夏，玩水
吧！」

8.  7/29(三)聖殿被毀日(Tisha 
B'Av)晚上7:30燭光祈禱會邀
請音樂密契人聲室內樂集吟

唱拉丁文素歌及巴赫《約翰
受難曲》帶領我們晚禱，特
別為受壓迫者得自由祈禱。

9. 8/23(日)中午舉行祖父母節
親子闖關活動

10. 9/20(日)下午2:00舉行宣教中
心新建暨主日學教室修復竣
工奉獻感恩禮拜。

中山教會

1. 7 / 1 8 ~ 9 / 2 6傳道組舉辦電
腦程式概念班隔週六上午
10:00~12:00於教育館二樓由
呂致中長老、楊傑綸弟兄授
課。

2. 暑期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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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區 >> 消息 >>
葉榮生 牧師

和平教會

1. 8/09(日)聯合禮拜暨聖禮典
2. 8/9(日)下午2:00，和平週日
樂饗(系列五) 舉辦《沁夏-陳
長伯小號獨奏會》

3. 8/15(六)蔡茂堂牧師查經班
4. 8/16(日)巴拿巴小組青壯部
5. 8/30(日)葉約翰牧師講道 
6. 8/31(一)聖經詮釋講座-葉約
翰牧師

7. 9/12(六)蔡茂堂牧師查經班
8. 9/13(日)成人牧區主日、成
人主日學秋季班開課

9. 9/15(二)和平關懷站開學日
10. 9/26(六)北二區聯合佈道會
鄭明堂音樂見證茶會/新朋友
聯誼會

東門教會

1. 8 /4東門樂齡開學，有插花
班、水瓶操、點心工坊手做
班、心靈成長讀書會、桌遊
世界、藝術與人生等六個班
別課程。

2. 8/9舉行聖餐禮拜。
3. 8/16敬拜讚美培訓（二），
邀請陳彥龍牧師主講。

4. 8 / 1 6喜樂團契聚會契友分
享，主題：鬼話連篇。

5. 8/23姊妹團契例會及同工改
選，邀請鄭明堂老師專講。

6. 9/1東門學苑開學禮拜有台灣
綠能社會的來臨、音樂作品
欣賞、植物生態在台灣、銀
髮新生命等四門課程。

7. 9/1姊妹團契心靈園地，邀請
蔡重穗長老專講。

8. 9/20敬拜讚美培訓（三），
邀請陳彥龍牧師主講。

9. 9/20 松年團契例會，邀請姚
孟昌副教授專題演講。

10. 9/27荊棘團契邀請蔡尚穎長
老專題演講。

義光教會

1. 2020年八月份再度推行「讀
聖經寫作業」運動；歡迎兄
姊踴躍參與。

2. 每禮拜五上午11:00台語查經
班聚會仍以線上聚會方式查
經聚會，松年詩班練唱與直
笛班聚會預定八月份恢復聚
會。

3. 8 /9舉行今年度第四次聖禮
典。

4. 九月第一周六舉目向山祈禱
會，預定地點：基隆和平
島。

仁愛教會

1. 8/2(日)慶祝父親節
2. 9/2(三)10:00松年大學開學典
禮

3. 9/20(日)傳道組主辦教會福
音佈道會～馬之秦見證分享

安和教會

1. 7 /26、8/9、8/23、8/30、
9/6、9/27(日)11:15~12:15聖
經公會加拉太書研讀本課
程。

2. 8/2(日)父親節感恩禮拜(鄭明
堂老師音樂服事)。

3. 8/9(日)第五次聖禮典。
4. 8/22-23(六~日)青少年團契前
往九份教會靈修旅遊聯誼。

5. 8/28(五)兒童一日夏令營。
6. 9/27(日)表揚主日學老師教
師節活動。

城東教會

1. 8/16(日)11:30高齡感恩見證
會—李明照姊妹攝影展，作
品為城東教會建堂募款

2. 9/20(日)臨時會員和會長執

改選

3. 9/27(日)舉行第五次聖禮典

台北大安教會

1. 7/15-8/28「翻轉一夏」暑期
兒童營。8/2-8/9青年暑期福
音工作隊，地點：頭城教
會。

2. 9/13（日）  12:00-13:30在
教會七樓禮拜堂舉行大安講
座，邀請恩典法律事務所蘇
家宏律師/長老主講，主題：
遺產規劃與處理。

南崁大安教會

1. 本年度第一次福音主日訂於
9月27日（主日）舉行，會
中特別邀請前台東縣長黃健
庭弟兄，他將分享生命的見
證以及他如何倚靠上帝翻轉
台東的故事，邀請家人們為
了此項事工關心代禱，並歡
迎家人們踴躍邀請親朋好友
參加。

台北公舘教會

1. 8/02(日)父親節聯合讚美禮
拜。

2. 8/03(一)~8/6(四)兒童人際力
3夏令營—當孩子在關係中
受傷害。

3. 8/12(三)~8/14(五)參與深坑
教會兒童營服事。

4. 8/30(日)升級禮拜，洗禮與
聖餐。

5. 8 / 3 1 (一 )松年大學開學禮
拜。

6. 9/13(日)執事選舉預選。

深坑教會

1. 8/9(日)父親節感恩禮拜。
2. 8/12(三)~8/14(五)兒童夏令
營，人際力2。

3. 7～ 9月每週二上午 1 0 : 0 0 

西湖教會

1. 開辦青少年合唱團，對象：
國高中生，日期8/1-11/30每
週六上午10-12點，備午餐，
學費免，報名截止日7/25。

2. 姐妹查經分享班，每週四上
午10點，歡迎對女性議題有
興趣的姐妹們一起來查考聖
經中的女性故事。

五常教會

1. 每季推動每天讀經四章運
動，完成進度者，將頒發禮
券鼓勵。

2. 教會為栽培未來音樂事奉人
才，由黃怡芬師母免費授
課。

3. 7/25～8/29（六）下午1:30～
3:00於本會舉行園藝治療身
心紓壓營，針對癲癇朋友及
照顧者家屬，鼓勵長執＆小
家長陪同關懷。

4. 第四屆幸福小組已進入籌
備階段，鼓勵兄姊邀約Best
（新朋友），並守望禱告。

金陵教會

1.  本會小提琴服事團與金陵弦

樂團2020年第二期不受疫情
影響，我們將於七月中旬陸
續開課；也求聖靈通過音樂
外展事工配搭主日禮拜的服
事，使未信的朋友漸漸溶入
教會生活。

2.  音樂外展事工預定8月29日
為上課成員和家庭、弟兄姊
妹舉辦夏季音樂會，因應
疫情相關規定將「採索票
制」，深盼透過音樂成果發
表會的方式來激勵學員更有
目標的學習，甚願將一切的
成果獻給我們的神。

北三區 >> 消息 >>
林怡妏 牧師

北四區 >> 消息 >>
張恩耀 牧師

松山教會

1. 宣教組訂8/9（日）舉行禱告
會，邀請世界福音動員會劉
秀容宣教士分享

2. 8/16（日）舉行長執讀書小
組

3. 8/31（日）舉行設教145週年
慶祝活動，邀請陳尚仁牧師
講道，禮拜中並舉行洗禮、
聖餐。禮拜後邀請基督精兵
協會協辦宣教闖關活動「In 
His Footsteps 跟隨祂的腳蹤
行」。

4. 聯合差傳事工促進會訂9/8至
12/8每週二晚上在本教會舉
辦「宣教心視野」課程，內
容有：聖經、歷史、文化、
策略視野共14個課程。

5. 松年大學暨社區關懷據點
2020學年度第一學期訂9/8
（二）開課。

6. 9/13（日）邀請內地會台灣
辦公室總幹事袁樂國牧師講
道。

7. 9/27（日）舉行臨時和會進
行長執改選。

中研教會

1. 八月起每主日禮拜前上午
8:30同心經文禱告。禮拜後
個別性經文祝福禱告，需要
被服事禱告者歡迎來聚會。

2. 每週日上午9 : 4 5英文主日
學，歡迎學習英文者參加。

3. 8/9（日）父親節讚美禮拜。
4. 九月開始國小課後陪讀班。

水源教會

1. 教會讚美操於7/31-8/1舉行
避暑慶生兩日遊，前往溪
頭、妖怪村、武岫茶園。讚
美操例行活動於每週一-五上
午6-7點在汐止運動公園進行

2. 父親節感恩禮拜於8/2主日上
午10點在教會舉行

3. 攝影小組 8/8(六)前往方濟教
堂外拍活動

4. 兒童主日學與童軍團聯合於
8/14-15(五-六)在頭城長老教
會舉辦暑期宿營，費用500
元，歡迎國小一年級－國中
三年級同學報名參加。

5. 教會複式童軍團預定於
9/19(六)上午9-11點在青山
國中小舉行，歡迎國小三年
級－國中三年級同學報名參
加。

汐萬路教會

1. 7/15至8/30有暑期課輔班，
從早上10:00-下午6:00。

2. 8/30日玉里長老教會黃瑞成
牧師前來本會培靈，上午、
下午各一場。

~12:00門訓。

林口大安教會

1. 7/19(日) 與8/23(日)下午2:00-
3:00自然醫學講座。

2. 8/2（日）父親節感恩禮拜。

3. 8/22及8/29兩個週六為兒童
鄉土童玩體驗營。

① 7/277~8/1於失親兒基金會利
澤簡活動中心舉辦第七屆青
年營「2020真愛立約」，歡
迎國一以上學生報名參加。

② 兒童主日學訂8月4~7日舉辦
2020兒童營「我的聲音帶有
能力」，歡迎升小一~小六
學童（就讀或居住在台北、
新北、桃園地區）報名參
加，報名費1,500元，7月5日
之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1,200
元，報名請洽幹事辦公室。

3. 7/4(六)社青於福隆舊草嶺隧
道享受騎乘腳踏車之樂趣。

4.  7/31(五)松梅大學於宜蘭舉
辦野外結業禮拜並邀請婦女
團契獻詩。

5.  8/13-14香柏團契舉辦日月潭
清境農場兩日遊。

6.  7/12(日)迦拿團契邀請台大
物理治療學系湯佩芳教授主
講：運動與失智預防。

7.  8 /9 (日 )辦理父親節慶祝活

動，由本會的兒童主日學、
香柏團契獻詩。

8. 8/16聖樂主日，由本會聖歌
隊獻唱詩篇23篇以及Gloria 
in excelsis Deo.

民生教會

1. 7/10門徒的喜悅課程。
2. 7/11小提琴團體基礎班，中
級班授課。

3. 8/22(六)～8/24三天兩夜＂電
腦福音才藝＂兒童夏令營。

深美教會

1. 暑期兒童夏令營—品格.英文
營。時間：7/20(一)-7/26(六) 
10:16:00，地點：基隆市信
義區教忠街72號，內容：英

文課程、品格教育、午餐、
點心，對象：小一至小六，
費用：200元(出席超過90%
時數者可全額退費)。

和平島教會

1. 暑期兒童營 - ( 8 / 1 0 - 8 / 1 2 ) 
14:00-17:00

① 主題：微小之處看見愛
② 內容：遊戲、詩歌唱跳、故
事、點心時間、社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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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一) 18:30於宜蘭米
樂餐廳舉辦李佳玲傳道師歡
送餐會。

2. 8月23日(日) 14:00~19:30蘭
陽區會與星中職場事工部合
辦名人講座「浪子回頭-成為
合神心意的人」，於五結長
老教會舉行，講員王燦彬長
老，報名費100元（含交誼
晚餐）。

宜蘭教會

1. 7/18(六) 09:00~16:00 由國際
讀經會主辦的「舊約遊蹤」
講座於本會葡萄園舉行。

2. 7/26(日)為本會提摩太(青年)
主日，當天將為暑期事工(短
宣)奉獻，歡迎兄姊預備，一
起來參與短宣的行列、代禱
祝福。2020 提摩太牧區暑期
事工：兒童營 7/27~31(一~
五)於本會五樓、短宣隊(一) 

8/11-15(二~六)於蘇澳長老教
會、短宣隊(二) 8/10-14(一~
五)於基隆中山教會。 

3. 2 0 2 0暑期兒童夏令營，日
期：7/27(一)~7/31(五)，費
用:每人200元(含點心與材料
費)，報名人數最多40人，額
滿為止！

4. 8/8(六)上午9:30~12:30宜蘭
聯禱會於中山國小操場籃球
場聯合舉行「2020宜蘭親子
嘉年華」，本會及愛育幼兒
園將參加闖關攤位，邀請各
位兄姊踴躍邀請親友一起參
加福音快閃活動。

冬山教會

1. 冬山教會夏令營，日期：
7/20(一)~7/26(日)、時間：
早上8:00-12:30，費用:每人
5 0 0元 (含Ｔ恤、點心、保
險、午餐與獎品)，歡迎一到
六年級的學生參加，地點：

冬山國小體育館。

礁溪教會

1. 本會結果子協會於7/2（四）
開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C
級巷弄長照站」，時間：每
週二丶四 9:00～12:00（中午
提供午餐只要30元），歡迎
65歲以上銀髮族前來參與。

三星教會

1. 本會於7/13-7/17舉辦差傳福
音工作隊，至花蓮壽豐教會
所在社區宣教服事，主題
「耶穌是好牧人」，請關心
代禱。

2. 為本會擴建募款義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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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作體驗
③ 對象：小一至小六

安瀾橋教會

1. 暑期兒童營-(8/3-8/5) 14:00-
17:00。主題：在微小之處看
見愛

① 內容：遊戲、詩歌唱跳、故
事、點心時間、社區行動、
手作體驗

② 對象：小一至小六
2. 暑期才藝班-蝶谷巴特(7/7-

8/25)每周二上午9:30-11:30

正濱教會

1. 2020年周末夏季學校
① 時間：7/25.8/1.8/8連續三個
週六14:00-17:00

② 主題：「請祢幫幫我」
③ 內容：詩歌教唱、DIY手工
藝、戲劇、團康、點心時間

④ 對象：小一至小六
2. 8/2(日)父親節禮拜「阿爸，
謝謝您！」慶祝活動。

3. 周末奧林匹克數學班(限國小
生，免費)每周六下午1:00-
2:30。

4. 周末兒童繪畫創作班。指導
老師：郭瀚仁，上課時間：
每周六12:00-1:00。

5. 逛街去—樂高童趣親子時
間。2020八月開放知能訓練
和親子關係教室，藉由拼樂
高的樂趣，讓兒童在組合中
享受親子互動。開放時間：

每周六上午11:00-下午2:00。 

基隆長老教會

1. 8/2(日)為父親節聯合感恩禮
拜，也是本會福音主日與家
庭主日；當日也將舉行聖禮
典。

2. 8/15(六)舉辦社區活動「兒
童工作體驗營」，招收60位
兒童。

3. 2020年度下半年幸福小組時
間為9/20(日)～11/28(六)，共
計10週，以團隊事奉宣揚福
音。

4. 9/19(六)、9/20(日)「培靈
會」，邀請講員：右昌教會
主任牧師（前總會議長）陳
見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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