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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各項事工。
最後謝牧師期待，透過他們在緬甸的服事，必有

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 ! 我們一起登耶和華的
山，一起往以色列神的聖殿。他會指引我們該走的
道路；我們要在這條路上行走。( 以賽亞 2:3)

最後邀請大家一同：
為緬甸的政體與國家禱告
為緬甸各族群的和平及所有人民歸主禱告
為謝牧師一家在緬甸的服事及緬語的學習禱告

願上帝幫助我服事祂的子民，做主見證，傳揚祂的
名。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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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主後 2016 年 3 月 5 日下午三點半，眾弟兄姐妹
奉耶穌基督的名聚集在大稻埕教會，一同見證謝怡
雯傳道師封立為牧師、回應呼召，選擇這條該走的
路，並受差派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國外宣教
師。

阿隆 敏個拉把！ ( 緬語：大家好 ) 畢業於台灣神
學院的謝牧師，2003 年插班台灣神學院大學部教
會與社會系，2008 年再度入學就讀道學碩士，並
於 2011 年畢業。她笑著說：「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以前我沒有很想要領受牧師的職份，一直覺得平信
徒只要願意，也能夠讓主使用」。這段期間，謝牧
師積極參與在海外短宣的服事：馬來西亞、印尼蘇
門答臘、非洲尚比亞、新加坡、緬甸、泰國…等多
處，她說：「因著上帝將海外宣教的異象放心中，
一直持續參與在海外宣教的事奉與學習裡」。終於，
2013 年 3 月一家人 ( 連同婆婆 ) 出發至緬甸，委身
學習跨文化宣教的生活。

謝牧師說：「過去三年的時間，我們全家在緬甸
事奉，深深感受到偏鄉缺乏牧者的情況，我們與信
徒可能一年只能領受一次聖餐，現在我很開心能領
受這一職份，與當地的弟兄姐妹們一起領受、分享
主的愛與聖禮。」目前，謝牧師與夫婿賴牧師一同
在緬甸北部的一所基督教中學任教，同時也配搭教

這條該走的路

中會封牧報導



  1. 派傳道師楊順傑駐新泰教會，日期從 2016 年 2 月 1 日起。

  2. 派員主持艋舺教會第九任主任牧師牧師魏健祥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時間：2016 年 3 月 13 日下午 3 時 30 分 

主禮：議長黃旭正牧師  　司禮：書記李全秇牧師  祈禱：蔡正河長老   

讀經：張麗鳳長老        講道：廖繼成牧師             

  3. 派員辦理秀朗教會第五任牧師監選。

  4. 發文各教會辦理申請應屆傳道師。

  5. 派莊恩中牧師為淡海教會小會議長，日期 6 月 1 日起。

  6. 派王光賜牧師為三角埔教會小會議長，日期 5 月 1 日起。

  7. 任命第 65 屆一領一新倍加小組 , 名單如下 : 召集人 : 第 65 屆議長   

  執行長：蕭聰穎牧師   副執行長 : 莊恩中牧師 組員：各部會長。

  8. 派小組協調辦理百加教會聘牧事宜，小組員 : 黃阿絹長老 ( 召 )、周信榮牧師、

     蕭聰穎牧師。

  9. 派傳道師李欣曄駐厚德教會，日期從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10. 派傳道師李谷豐駐天母教會，日期從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11. 改派張乃昌長老為北大第六十九屆北執委。

12. 改推薦李世界長老為北大第六十九屆副會計候選人。

第 65 屆第二次中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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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古巴音樂響起 ~ 由北中婦女事工部全體部員
飾演古巴婦女進場，2016 年世界公禱日正式揭開序
幕，今年主題是 :「接納囝仔，就是接納我」代禱國
家： 古巴共和國。2016 年世界公禱日由總會婦女
事工委員執行，每年譯印「世界公禱日」禮拜手冊 
( 福佬語及華語版 ) ，並由各中區會婦女事工部自行
運作舉辦「世界公禱日」禮拜，來參與這個普世性
的連鎖祈禱運動。

「世界公禱日」的起源可回溯至 1887 年，加拿
大與美國的基督徒婦女共同促進了婦女在自己的家
鄉及全世界的多元宣教事工 ( 婦女與兒童關懷、宣
教、合一、和平等 )， 並藉著事工的合作與推動，
深切體會到祈禱的力量，通過不同國家，不同教派
的人同心合意地祈禱，國與國，人與人，人與自然
間有更多的體諒、慈悲和和平，更少的戰爭，仇恨
與敵意。每年三月的第一個星期五為「世界公禱
日」。

目前己有 190 多個國家之基督徒，積極參與「世
界公禱日」活動。世界公禱日國際委員會世界公禱
日國際委員會 (WDPIC) 每三至五年舉辦一次國際會
議，分享公禱日經驗，世界公禱日禮拜，每年由不
同國家婦女輪流負責編寫崇拜內容。台灣目前有二
個世界公禱日執行團體，一為婦女事工委員會， 另
一為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奉獻所得除對
外奉獻予世界公禱日紐約總部外，亦關懷國內弱勢
或宣教團體。

藉著世界公禱日，全世界的婦女：確認自己在
耶穌基督裡的信仰。分享婦女間的盼望和恐懼，快
樂與憂愁，機會和需求。藉著參與世界公禱日：婦
女被鼓勵成為積極參與教會與社會的群體，不再孤
立。婦女的信仰更加豐盛，因為對其他國家和文化
的基督徒經驗有更多了解。婦女分擔了人們的重
擔，因為婦女為人們祈禱，與人們一同祈禱。婦女
更加理解自己的恩賜，善用自己的恩賜來服事人
群。( 摘自婦女事工委員會 )

今年代禱的國家是古巴共和國，古巴位於中美
洲，是由 4 千多個島嶼所組成的群島國家，形狀像
一隻鱷魚，首都哈瓦那，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在
1902 年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獨立後的古巴
歷經無能、貪汙的政府，讓古巴成了毒梟、皮條客
的天堂。在 1959 年革命成功後，古巴成為民主社
會主義 ( 也就是共產主義 ) 的國家。美國為了防堵
共產主義，對古巴實施了長達 50 年的經濟封鎖，
對古巴的人民、社會和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影響，古

北中婦女事工部長 /陳怡如長老

世界公禱日感恩禮拜分享   

巴的社會普遍都很貧窮且物資缺乏，古巴的婦女在
社會或家庭仍然受到重男輕女和沙文主義的歧視，
管理職責的工作大都是男性優先。在古巴流行一句
話“沒有什麼比孩子更重要”儘管古巴人民的經濟
很困難，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服務保障了兒童和
青少年，使他們可以獲得健康的食品，安全的娛樂
和完善的教育。

今年世界公禱日的主題是 :「接納囝仔就是接納
我」提醒我們學習耶穌「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
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
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這一天是代禱的日子，也是分享、
給予的日子，每位參與的婦女都應帶著為世界和
平、公義與需要代禱與奉獻的心，一起恭守「世界
公禱日」禮拜。

2016 年世界公禱日禮拜奉獻對象是在緬甸宣教
的事工，我們也為著賴毅穗牧師全家服事的禾場在
緬甸，代禱奉獻。雖然緬甸已逐步走向開放和民主
化，但是目前仍由軍政府掌權，邊界也時有戰爭，
宣教工作必須謹慎低調進行。

賴牧師在上帝的感動下，對跨文化宣教非常有負
擔，2010 年跟隨短宣隊來到緬甸，之後經歷上帝
持續開路，於 2013 年與母親、妻子、孩子一家人
一起落腳撣邦（Shan state）的華人自治區，服事
對象為華人。 

整個禮拜過程，由婦女事工部部員裝飾成古巴婦
女代表，藉由婦女與會眾啟應對話，融入詩歌與聖
經演劇，活潑感動！感謝主帶領！感謝大稻埕教會
提供場地使事工順利完成，同時也感謝北中婦女合
唱團及各教會師母、兄姐關心參與！願上主賜福大
家！

部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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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商業周刊】曾經訪問過一位有名望的企業
家，問他的處世之道，他回顧自己的職涯，語重心
長的說道：「回想起過往，每當我開始自以為聰明
的時候，就是我差不多要失敗的時候。」我非常喜
歡這則專訪。可不是嗎？過度的自滿往往壞了事。

這也讓我連想到曾經有人評論《鐵達尼號》沉
沒時，因為船上救生艇數量不夠，進而造成重大傷
亡的事件，該篇評論獨道的指出該次人為疏失並非
「太不小心」而是「太有自信」！因為主事者太有
自信，認為這艘船根本不可能沉沒，進而連救生艇
也自認不需帶足數了。

「自信」是好事嗎？自信的定義是「對自己的存
在有價值感」，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若用此定義
來看，有自信當然好！但太有自信往往就變成了過
度自我，是以我們所需培養的自信應是「八分滿的
自信」！

的確，過滿的自信會讓人「看不見自己的盲點」，
導致自己被自己的盲點給牽制卻不自覺，甚至還把
自己所面臨的瓶頸給全歸咎於他人與環境。

八分滿的自信

過滿的自信甚至會讓人「勇於作虧心事」，那些
貪污的、偷情的，許多都是「藝高人膽大」！認為
以自己的經驗與縝密的心思，一定不會東窗事發，
但太自我、太有自信的結果卻往往是重摔一跤。

過滿的自信亦易讓人失去一顆「敬天」的心，因
著過去的成就與見識，開始覺得自己的經驗可以掌
握一切，忘了舉頭三尺有上帝，明日要生何事自己
豈能全然知道？

自信，是一個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人不
能沒有自信，但自信心有個「八分滿」就好！若過
了頭，必然誤事。願我們都能為自己的人生培養「八
分滿的自信」，活得健康而穩當。

（本文出自《品格，是一把鑰匙》，施以諾◎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問題與討論 ※
基督徒所談的自信，跟一般坊間勵志書所談的自

信有何不同？我們該如何區別兩者的異同？

輔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精神科副教授 /施以諾博士

每月新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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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之演講錄音）。
1877 年 4 月 8 日佈道所被坼毀，但是馬偕博士

並不曾退縮，反而愈戰愈勇。他平日為人拔牙醫病，
得了不少的朋友。儘管三大姓的首領仍然慫恿無知
的民眾搗亂，艋舺的教堂終於在 1879 年購地建堂 (
現址 )，於 11 月 16 日落成了，1884 年中法戰爭，
艋舺人懷疑馬偕勾結外國蕃所致，則將其禮拜堂拆
毀；後來劉銘傳欽差賠償銀萬二重建，1885 年新
堂完成，這一年艋舺地方至中國京城考試一下子考
中了三個秀才，風水師等人一致認為是這個教堂尖
塔帶來吉祥的徵兆而稱之為「風水塔」，甚至三大
姓的首領也都如此認為；從此他們不再搗亂，地方
代表送來「耶穌聖教」牌匾入厝祝賀；福音就自由
地在艋舺傳佈。

1887 年，艋舺龍山寺舉行大廟會，其熱鬧之情
形，恐怕是空前絕後。馬偕博士和弟子嚴清華故意
到各處去，欲看看居民對他們的反應。他在日記中
記述：「現在不但沒有人煩擾或訕笑，看見我們的
人都面帶笑容走過去。」迎會的行列中，三大姓的
首領亦在其內，他們走近來時，在馬偕博士的前面
停了一下，客氣地招呼他與阿華。「多麼可驚的改
變呀！誰曾夢想到會有這一天呢？」（語見「台灣
六記」七十頁）傲慢的艋舺人改變了，艋舺終於被
征服了。

1893 年，馬偕博士將要回加拿大述職，艋舺市
民對他態度的改變有了更明確的舉動；他們聽說馬
偕博士即將離臺返國，艋舺的大紳士即派人送一張
帖及一封信給他，要請他坐轎遊行街衢，以示艋舺
人對他的敬仰。馬偕博士考慮之後，決定接受他們
的厚禮，以便舖下友誼的大道，使福音能藉友誼更

艋舺 (Bang Kah)：原住民語，意為「獨木舟」
因艋舺水門外淡水河上常有許多原住民划著小舟、
木筏載運土產穿梭與漢人做生意。

艋舺在當時為台灣北部的首府，亦是異教的大本
營。艋舺人因怕風水地理被破壞，均激烈的反對外
國人來居住，居民排外的心理更是頑強；他們的一
舉一動皆由黃、林、吳三大姓的首領所操縱。外國
商人屢次嘗試設立商行，都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只
好都設立在大稻埕地區，此為大稻埕後來商業繁榮
的原因。馬偕在 1875 年的日記中如此記述：「艋
舺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少，每日皆為錢而忙碌。他
們是物質主義者，執迷的掏金者，並且非常的迷信。
每次我們走在街上時，都被他們用惡毒、苛薄的語
句訕笑，辱罵，許多大人和兒童，或跑在前面、或
跟在後面，尖聲呼嘯戲謔，向我們投擲菓皮、污泥、
臭雞蛋、潑尿或丟石頭等。艋舺的人民愚昧、自大、
狂妄、虛偽，真是首屈一指的壞地方。」

馬偕於 1876 年租屋設立佈道所，租屋給馬偕的
屋主也被迫害；有一次，有一個暴徒受人慫恿，趁
馬偕博士在講道時，提著一把大刀衝到講臺上，雙
手舉起大刀，欲從他頭頂往下劈。情勢至為危急，
台下的人看得直發抖，但是馬偕博士異常鎮靜，他
用那雙深邃、威嚴、漆黑、帶有力量的眼睛瞪著這
暴徒。這人被他一瞪、反而覺得不知所措，上帝始
終與馬偕同在，他絲毫未受到傷害。這個暴徒終於
懾服於馬偕博士威風凜凜的眼神之下。最後他放下
了刀子，對於自己粗魯的行為甚為抱歉，用幾乎哭
泣的聲調對馬偕博士說：「偕牧師，我砍不下去。」
後來這人也成了非常熱心的信徒（北部設教九十週
年紀念大會，偕叡廉牧師追述其父馬偕博士生平事

慶祝艋舺教會設教 140週年（1876 年 3 月 14 日設立）

戴忠毅整理 /參考陳宏文著「馬偕博士在台灣」

馬偕博士日記述：最難設教的地方

教會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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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廣傳。於是艋舺的大紳士們，就在龍山寺的廣場
上組織了一個隊伍。有八個樂隊，用鑼、鼓、鈸、
簫、胡琴、琵琶、手鼓及嗩吶等樂器領頭先行，其
次是執旗幡的大人及男孩，燃放爆竹鞭炮，再次是
艋舺大紳士、一位長官、一位軍官及兩位文官，接
著是三把紅色榮譽傘，各有三條飾帶，寫著贈送者
姓名，擎在馬偕博士坐轎的前面。馬偕博士與夫人
則坐在華麗的花轎中，後面有六人騎馬，二十六頂
轎子，三百個穿著號衣的人，及其他各種遊行團體

艋舺教會於主後 1876 年 3 月 14 日 ( 清光緒二
年 ) 設立。創立之初租屋於武營頭萬安街仔，後遷
草店尾街。1877 年四月艋舺三大姓黃、林、吳糾
眾出面抵擋拆毀禮拜堂，是年十二月偕牧師在艋舺
城東第四次租屋 , 旋即又被拆毀，遂於 1879 年在
八甲町 ( 現址 ) 購地建堂。偕牧師向艋舺人士宣告 :
「爾等若拆毀此座禮拜堂，吾將再建一座高度超越
周遭廟宇者。」

主後 1884 年中法戰爭，禮拜堂第三度被拆毀，
偕牧師拜訪劉銘傳欽差，獲允賠償而從事重建，於
主後 1885 年新堂完成，四周有多座尖塔 ( 哥德式
建築 ) ，市民稱之「三哲雄塔」或風水塔乃因當年
艋舺地區參加科舉中秀才者有三，從此騷擾頓息，
艋舺教會日漸旺盛，福音迅速廣傳。

創設者偕叡理牧師雖於 1901 年 6 月 2 日去世，
但偕牧師艱辛流淚為基督福音撒種卻得歡呼收割，
當年艋舺三大姓黃、林、吳之後裔皈依耶穌聖教者
眾且有獻身傳道者。

    歷任牧師：創立者偕叡理外有陳清義、蔡受恩、
吳永華、戴伯福、游正義、謝禧明、謝皆明、施貞
同及現任魏健祥等計九位。現在禮拜堂為第 6 間，
於 1985 年完成，其外觀主題「三位一體」，並於
1986 年 3 月 14 日獻堂。

於 2002 年以第二次建堂的精神來完成禮拜堂美

的人隨行送到水門坐渡船；他們這一行列在街上浩
浩蕩蕩的走過，民眾在兩旁站立觀看。很少有人在
艋舺地區接受這種尊榮，民眾對於這位被高舉的外
國人顯得非常尊敬與讚嘆。

馬偕博士在自述記錄中說：「這件事是艋舺的大
紳士及市民自動發起的，他們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
了！艋舺就這樣被征服的。主啊！這種光榮不屬於
我們，而是屬於祢的聖名。」

化工程及裝置管風琴，此管風琴是由德國最大管風
琴廠 -JOHANNES KLAIS( 克萊斯 ) 以純手工打造，
歷經兩年半建造而成。其外型極具現代感 , 是專為
教會禮拜堂的整體搭配式樣而特別設計 , 正面呈現
小半圓弧形；內部則以 KLAIS 百年歷史傳統的設計
為基礎，配合建築物特有的空間而建造。而音色的
設計則採用德國傳統的音色，並賦與法國浪漫派之
巧思及 20 世紀之現代須求，搭配禮拜堂現有空間
音響效果而建造成自有風格的音色：柔和、溫暖、
音的色彩豐富，悅耳有力。

主音管音色具有威嚴高貴渾厚的特性，笛音管華
麗清晰，簧音管則明亮而沉穩，每一支音栓的音色
都具有獨特的個性，且容易調和在各種大小樂團合
奏之中，因而適合於各色各樣傳統及現代管風琴音
樂藝術之表演，更能於崇拜中引領會眾安靜心靈，
做為敬拜上帝之最佳樂器。

整台琴共有 21 支音栓 (Stops),23 組音管 (Ranks)
及 1,251 支音管 ( 含 149 支木質音管及 1,102 支金
屬音管 ), 整台琴高 5.765 米、寬 6.750 米。

配有電腦音栓程序裝置組合設計 , 共四大組群 ,
可設定 1,024 單位 , 彈奏時可由手或腳來設定及操
作及配備 MIDI 電腦系統 , 可錄製管風琴師之彈奏
或製作專輯 , 以供隨時播放。

●艋舺教會近代史料：

慶祝艋舺教會設教 140 週年        台語詩 :戴忠毅        
           
一八七六來設立    馬偕設立咱教會     醫療傳道拔嘴齒 
黃林吳姓攏聚集    流汗流血真正多     艋舺眾人就歡喜 
打鼓打鑼拆拜堂    受丟石頭受人罵     馬偕借機傳道理 
寸草不留真齊全 (chiâu-cheng)  比人艱苦卡加倍     靈魂得救美無比 

艋舺三寶「福音鐘」   協調賠償銀萬二     邪惡驕傲又迷信 
現在拜堂第六間    重建拜堂高廟寺     主的福音未展進 
「耶穌聖教」作牌匾   艋舺異教大本營     艋舺三人中秀才 
廣傳福音會發展    福音種子真難成 (ò chiâ  )   會友增加漸漸來 
「宇宙主宰」是上帝   聽從上帝的旨意     福音鐘聲直直鳴 
賜福代代到萬世    倚靠真神得保庇     上帝憐憫艋舺人 

聽起大鳴福音鐘            求主賜福咱教會                 差遣馬偕到台灣               跟隨馬偕的腳步
大家好膽來進行            會友愈來會愈多                 拯救福音來廣傳               努力打拼行天路
成做基督的精兵            上帝恩典會加倍                 教育醫療攏提高               使咱台灣大進步
一生為主做光燈            榮光歸給咱天父                 上帝救贖得成全  上帝賜福的國度

教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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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神的心意並啟發潛藏於你我内在生命的寶藏。
3/31（四）前報名早鳥價每名 800 元。

2. 永光學童悅讀營、舞班即將開課。舞班招收小
學 至 國 中 學 生：3/12 ～ 5/7 每 週 六 13：30 ～
17：00；悅讀營招收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學生，
3/9 ～ 6/8 每週三 12：30 ～ 17：00。

 西區

【三重埔訊】

成人主日學：本會將於三月份舉辦成人主日學基要
真理班，對象為五年內受洗的兄姊，及想對基督教
基礎信仰更進一步認識者皆可報名。授課老師：邱
錦郎長老。

 南區

【新莊訊】

慶祝救主耶穌復活的活動：3/26（六）舉辦佈道會，
3/27（日）8：00 朝陽禮拜，10：10 國台語聯合
讚美禮拜。

【三峽訊】

2016「三峽梅樹月」文化展展期 3/12（六）～
4/24（日）。在三峽教會廣場聯合展出「馬偕石
頭記」，由漫畫家杜福安老師繪製。共有 11 個展
覽地點邀請許多藝術家及社區松年大學書畫一同展
出，歡迎前往參加藝文之旅。
【樹林訊】3/21（一）～ 3/26（六）受難週禱告會。
3/24（四）洗足日、3/27（日）朝陽禮拜與復活節
禮拜。

 北區

【北區】

北一區教會松年聯合聯誼會將訂 5/9 日（一 9：30
在士林教會舉行，歡迎所屬六間教會（士林、天母、
士東、蘭雅、國際日語、明德）松年團契的弟兄姊
妹踴躍出席參加，期待藉此活動增進彼此互動，聯
絡情誼。

【蘭雅訊】

1. 蘭雅教會英文會話班，每週五晚上 19：30 ～
21：30，歡迎來「使用」英文，重新認識信仰。

2. 蘭雅教會 3/20（日）10：00 舉辦經課與聖樂「受
難禮拜」，3/27（日）10：00 舉辦「復活主日」
皮影劇佈道會，歡迎參加。

【淡水訊】

3/27（日）6：00 進行復活節朝陽禮拜，地點在教
會前方的藝術川堂，若遇雨天則在教會副堂。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

 總會訊

1. 第 61 屆總會通常年會將訂 3/29（二）～ 4/1（五）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召開，敬請為本中會將出席的
正議員與參議員代禱，在主上帝的帶領之下會議
順利完成、議案有充分討論，進而有利眾教會。

2. 傳道委員會即日起，開放各教會向中會申請應屆
傳道師。申請洽詢：2362-5282 轉 251，蔡牧師。

3. 青年事工委員會將訂 7/5（五）～ 7/8（日）
在遠東科技大學舉辦「2016SHINE 發光青年營
會」，歡迎鼓勵教會青年踴躍報名參加。活動洽
詢︰ 06-2207302 轉 308，黃小姐。

4. 大專事工委員會將訂 8/10（三）～ 8/18（四）
邀 請 教 會 大 專 青 年「2016 年 泰 澤 團 體 東 亞 青
年聚會－信心與修和朝聖的泰澤靈修在香港之
旅」，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5/20（五）17：00
止（以便事先訂機位）。活動洽詢：2362-5282
轉 510，曾小姐。

5.「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中心訂 7/1（五）～
7/2（六）在新竹聖經書院舉辦「2016 年門徒培
育師資培育營－北部場」，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6/20（ 一 ）。 活 動 洽 詢：2362-5282 轉 340，
黃小姐。

6.《新使者》徵求「新使者之友」，每年為新使者
奉獻 2 萬元，每期將寄贈 10 本雜誌，可提供貴
教會牧師、長執、團契幹部閱讀。請利用劃撥
單，在通信欄註明：參加《新使者之友》、戶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帳號：
5021-0956。奉獻洽詢：2362-5282 轉 610，池
小姐。

 中會訊

1. 傳道部將訂 4/8（五）～ 4/9（六）在新莊教會
舉辦第 65 屆第一次長執訓練會，講師︰蔡安祿
牧師、王宗仁牧師、周信榮牧師。報名費︰ 100
元，即日起至 3/30（三）。活動洽詢：2679-
2524，洪牧師。

2. 教社部將訂 3/26（六）9：30 ～ 12:30 在士林
教會召開教社研討會，歡迎各教會踴躍出席參
加。連絡電話：0960-020340，鐘傳道師。

 東區

【永光訊】

1. 加拿大頌泉靈性開發與醫治特會 -【開啟生命潛
能寶藏】。4/15（五）19：30、4/16（六）9：
00 起，Dennis 牧 師 夫 婦 與 Joyce 校 長 再 次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