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9 日午後 3：30 金黃色的的陽光灑滿了地
上，像是在歡迎要前來參加「林輝彥傳道師封立牧
師暨就任秀朗教會第五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的人
們。林傳道師出身高雄建工教會，傳道師受派於南
投水里教會，今天要在台北秀朗教會封牧，但想將
祝福帶給他的人依然踴躍，整個禮拜堂坐無虛席。

在序樂聲中，特會員陸續進場，之後秀朗教會聖
歌隊用雄壯、磅礡的聲音唱出「眾百姓著讚美祢」
的詩歌來讚美頌讚上帝；從他們臉上洋溢的笑容，
看的出來他們為著耶和華以勒上帝的預備，心懷著
滿滿的感恩，所以要用盡全人、全心來讚美祂。

接著中委羅龍斌牧師引用啟示錄 2：1 〜 5 的經
文，以「不忘起初的愛心」為題來勉勵在場所有人。
羅牧師提到林輝彥傳道師今天就像要和上帝的教會
結婚，所以以新婚夫婦為例說，新婚的夫婦剛結婚
時，雙方即使都有不盡完美的地方，但都能彼此包
容接納，這是因為雙方都深愛著對方；但隨著結婚
越久，雙方的愛常常越來越淡，以致於衝突也越來
越多。羅牧師特別勉勵林輝彥傳道師和秀朗教會的
會友，要時常回想起剛剛聘請傳道人和今天感恩禮
拜時的心情：傳道人深愛著教會，會友也深愛傳道
人的心，因此時時以上帝的愛彼此款待，在不完美
的地方更能彼此原諒寬恕，如此才能常常保持新婚
時的甜蜜。

恭喜！林輝彥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

秀朗教會第五任牧師
大傳部 /吳建德牧師

林輝彥牧師封牧之後致就任詞時，因為感恩的心
而流下感動的淚水，當中特別提到，他在等待上帝
為他預備牧養的教會時，不斷的向上帝祈求，希望
上帝為他預備的教會，是一間所有的長執會友都願
意一起與傳道人同工的教會，而不是只期待「買一
送一」的教會，如今上帝真為他預備了這樣的一間
教會，因此他格外的感謝上帝。

最後，之前林輝彥牧師曾經牧養過的水里教會
聖歌隊以「我願奉獻」這首詩歌來祝福林牧師，期
盼林牧師因著上帝的施恩賜福，能夠持守奉獻的心
志，不負上帝所給予的託付，勇敢向前傳播福音，
榮耀高舉上帝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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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陳志恩傳道師在第三次中會議會進行「牧師資格檢定」講道。
2. 准牧師陳立德、林羅坤、林麗冠之牧師籍移轉至台中中會。
3. 准牧師張恩耀之牧師籍移轉屬七星中會。
4. 派鍾主亮牧師自 8 月 1 日起擔任七張教會小會議長。
5. 託副議長謝大衛牧師邀員參加總會 2016 年「一領一新倍加年度宣教會議」。
6. 准陳相輔牧師續請事假一年。
7. 准林英聖牧師申請事假一年。
8. 議決 2016 年傳道師派任如下：ａ . 傳道師 鄭碩帆派駐三光教會 ( 隨妻 )。

b . 傳道師 林禧岳派駐八里教會。
c . 傳道師 蘇聖凱派駐河邊教會。

9. 託淡水國語禮拜堂擔任百加教會之母會。
10. 同意淡水教會申請黃明中牧師自 9 月 1 日擔任偕叡廉紀念教會之受託牧師，任期一年。
11. 通過制定「台北中會牧師聘任、授職及離任辦法」。
12. 准公義行動教會昇格堂會並送第三次中會審議。
13. 託議長黃旭正牧師及總幹事蘇振財牧師接待排灣中會常置委員會及宣教宣達騎士團。
14. 准陳文誠牧師辦理停職，並轉送傳福會請領個人積立金。
15. 審核第三次中會議會議案。

議案一：公義行動教會昇格堂會案。
議案二：傳道師陳志恩「牧師資格檢定」講道案。
議案三：「台北中會暫代牧師實施辦法」。( 中委會提 )
議案四：第 61 屆總會通常年會決議之「特殊議案」討論案。( 總會交辦 )
議案五：「台北中會董事銓衡和管理條例」修改案。( 中委會提 )
議案六：修改「台北中會松年事工部條例」。( 中委會提 )
議案七：修改「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條例」。( 中委會提 ) 
議案八：修改「台北中會各部會組織條例」。( 中委會提 )

台北中會第 65 屆第五次中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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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在雙和教會，由台北中會庶務部主辦「南區教
會事務研習會」。在部長王光賜牧師的開會祈禱，及康進
順牧師開會引言中開始。會中邀請中港教會黃玲霜師母、
重新教會林忠堅長老、景美教會楊福財長老，分別針對「教
會幹事的角色與功能」、「教會財產管理」及「教會會籍
管理電腦化」，進行專題的演講。與會者約略 55 位。

教會幹事的角色與功能

黃師母指出，教會幹事在教會中的角色，彷如是一顆小
螺絲，協助牧師用謙卑順服的心，看每一位會友都可愛；
是牧師長執的橋樑、擔任者一定要用，看重上帝管家的態
度來承擔此份工作，千萬不要成為陷入教會紛爭的要角，
幹事承接教會眾多的行政事工，舉凡行政、總務、團契等
等，幹事的工作 ˋ 並無明確的工作項目，因此要有使命感
及熱誠。

幹事雖無明確的工作項目。黃師母也約略列出九點重點
工作：

1. 長執會與小會紀錄和手冊歸檔。2. 教勢表的整理。
3. 會員會籍及會員手冊的製作。4. 週報的整理編排及年度
成冊。5. 收發公文檔案。6. 教會活動資料歸檔。7. 各團契
資料檔案歸檔。8. 詩歌電子檔整理。9. 財產目錄簿。

最後師母用上帝的話語勉勵與會者：「確信為主做工都
沒空空」。

教會財產管理

林忠堅長老擔任重新教會總務的事工工作期間，用他自
己的專業，發展出一套教會財務管理系統。因這套系統也
使重新教會的財產管理，有一個資訊化的管理程序。林長
老也願意分享該管理系統，給中會內所有的教會使用。

教會會籍管理電腦化

雖然市面上有許多的教會會籍管理系統，但實際符合
本宗使用的卻不多，楊福財長老自行開發，適合本宗所使
用的會籍管理系統。能有效的管理本宗會友會籍，並進行
數據分析等，非常適合本宗教會的使用。林長老亦樂意
分享該程式給本中會所有的教會。下載網址 http://www.
jingmei.org.tw/download.php

藉由研習會，讓所有教會中擔任庶務的長執同工幹事，
能有多一層看見。在這已經資訊化的時代，將原本教會中
的庶務資訊經過妥善的管理，使得教會能運用這些資源而
提升工作效率。

大傳部 /楊順傑傳道師

南區教會事務研習會－成為教會忠心的管家

王光賜牧師 引言

康進順 牧師引言

林忠堅長老解說 教會財產管理系統

美教會楊福財長老 說明 會籍管理系統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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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是一個值得咱紀念的日子。

1986 年台北中會第 35 屆第三次秋季中會議決
通過設立 [ 台北中會松年部 ] ( 議長 : 陳兆魁牧師 )，
1987 年元月 11 日首屆松年部誕生，首任部長陳冰
榮長老。記錄中說明設立的理由 -[ 中會 65 歲以上
人口有快速增加的趨勢，各教會應成立松年團契，
中會成立松年部，以幫助高齡的基督徒，善用退休
後成熟、老練的黃金時光，參予教會事工，過有意
義更喜樂的人生 ]。

歲月不饒人一轉眼就過了 30 年，咱內心定有無
限感慨。歷史是無情的，但上帝的恩典亦讓咱有機
會使用這有限、寶貴的生命來寫教會歷史，這也是
一件有意義、有價值的事。今日您還走得動、有福
氣參加禮拜及活動，您是上帝所祝福的人。

二、這是一個值得稱讚感謝的日子。

 [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
稱讚祂 ]( 詩 107:8)。教界都喜歡編輯紀念冊，它更
重要的意義是讓人了解，因有前人的努力、犧牲、
事奉，才有點點滴滴、豐豐富富值得紀念及感恩的
歷史。

歷史絕不只是一堆相片、文字記錄。歷史資料是
不斷在向咱見證信仰、不斷的在述說美麗的故事，
如此它才有存在的意義。歷史亦是一種信仰傳承、
在咱中間看不到、但一定體會得到的屬靈遺產。在
咱中間 ( 團契、小組、部會等活動 ) 一定會讓人經
歷到 -[ 耶和華上帝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 ]。

三、這是一個值得反省、深思的日子。

人是個罪人，咱的生命需要上帝聖靈隨時的導引
及更新，才能脫離綑綁咱的罪惡及不義的事，避免
咱走錯路、做不正確的事。咱所屬的團體與組織定
有不讓咱滿意、生氣之處。但今日咱需要的是願意

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台北中會總幹事 -蘇振財牧師

委身於這團體 ( 教會 )，並努力奮鬥不懈的人，因單
單指責、批判自己所屬的團體而無委身、那是不負
責任的行為。羅馬書 15:1-〔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
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肢體既是
一體的，咱就要一起長大成熟，咱就要為其他肢體
的成長、得失負責任。

近日我向中委會提出整個中會要進行 [ 組織改造
] 的議題，因怕咱所屬的團體，漸漸失去更新與改
變的能力。當咱過頭看重組織的法條與規則時，咱
就變成為一個與基督福音無關的社團，活動很多卻
無法讓人真正經歷上帝的存在與救恩的喜悅。

四、這是一個重新再出發的日子。

今天是 2016 年 6 月 24 日，明日咱將踏入第 31
年，再過 30 年後 (2046 年 6 月 24 日 )，誰還能坐
在這裡？或咱下一代會在今日所留的活動與紀錄中
看到什麼？

在歷史的長流裡，咱都是忽現不定的浮萍，有機
會參加的、無機會參加的、有記錄的、無記錄的、
咱記得的、或被遺忘的…歷史的主宰者上帝祂永遠
記得。就如使徒保羅說的 -[ 我想上帝把我們使徒明
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
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 林前四 :9)

在教會歷史的舞台上不管你扮演什麼角色 ? 上
台幾次 ? 演出多少戲碼 ? 多少人鼓掌稱讚 ? 多少人
批評辱罵 ? 是顯要的 ? 是卑微不受注意的 ? 時間一
到 - 咱都要下台一鞠躬，因在至高者上帝的手裡，
咱都是暫時的演員、上台演出或擔任事奉的職務，
非要滿足及成就自我，乃要成就上帝極重無比的榮
耀。

願上帝紀念 30 年歷史中，盡心打拼、殷勤事奉
每一位辛苦的松年部同工，亦賜福在此參予敬拜、
每一位祂所愛的兒女。( 松年部創立 30 週年感恩禮
拜講道 )

（詩篇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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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多了許多「有機商店」，主打有機食

品，標榜自己的食品是不含農藥、不含添加物，在

大塊朵頤之餘，對人體的負擔也最小。或許是近年

來食安問題漸漸受到重視，使得這類「有機商店」

越來越受到顧客們的青睞。

而這個社會上除了食安問題困擾人們之外，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似也常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糾紛；現代

人與人之間缺乏互動嗎？其實不見得，但有時我覺

得，如果人與人之間亦能多一點「有機的愛心」，

彼此會更得益。而何謂有機的愛心？我指的是「不

含任何添加物、不帶有任何私慾或目的，讓人受之

但卻無負擔的一種單純付出。」 

很多時候，我們的付出動機會否已逐漸市儈化、

笑容的背後已不再單純？這麼做，對方久了也會感

覺的出來，且對付出者本身也會形成一種不必要的

得失心。如何能讓自已多一點「有機的愛心」？也

許人類的老祖先們有些智識可以參考：

 右手做的不讓左手知道：有句話說「不要叫左手

知道右手所做的」（馬太福音六章第 3 節）意思是

幫助別人時低調一點，除非必要，不需大張旗鼓；

有時太習慣性的高調助人，往往會衍生出某些虛榮

的期待。 

 學習不求回報：在對自己不造成太大損失的情況

下，學習成人之美，不求回報，當我們去愛護、栽

培一個人時，如果參雜了太多自私的期許，對彼此

都會形成極大的負擔。

這世界需要多一點「有機的愛心」，含有太多添

加物的愛心，也許一開始尚可，時間一久反而不歡

而散；願我們所付出的愛能學習不含任何添加物、

不帶有任何私慾或目的，讓人歡受之但卻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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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在教會裡對弟兄姊妹的愛，是否仍是單純的

愛？會否有時已漸漸參雜著對掌聲或頭銜的需求而

去付出？ 值得您我深思自省。

5

有機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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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邊教會「禧年回顧展」

河邊教會宣教五十週年，五年前 2008 年歸入台
北中會，值得我們獻上感恩，回顧過去的歲月，我
們要獻上感恩，成就一切的美事， 我們要獻上感
恩。

一 . 上帝成就河邊的教會

本會於主後 1963 年 11 月第二主日，設立於三
重市河邊北街 176 巷 24 號 1 樓吳爽姊妹住宅，那
時新北投長老教會潘水土牧師，不忍出外人，南部
信徒，尋找教會之苦，甚怕信仰因外出而流失，以
及有感拯救靈魂，而設立河邊教會，當時由潘茂寅
傳道作開荒牧會的聖工，愛主的緣故，吳爽姊妹甘
心樂意讓住家一樓做聚會的所在，後來移到河邊北
街 347 號，陳長成長老的家聚會，當時請高天賜長
老負責講壇。主後 1983 年楊信得牧師時，購買禮
拜堂，在 20 週年同時獻堂，有自己的禮拜堂，成
立主日學，青年會，禱告會，婦女會，家庭禮拜，
甚至佈道會及探訪所有散居在遠近，不等的信徒家
庭，每天早到晚，探訪工作非常困難，可是辛苦是
值得，轉眼就過去了，禮拜堂也整理好了，長執選
出，信徒逐漸增加，教會在神的帶領以及聖靈的引
導之下繼續成長， 教會好像主的葡萄園，神打發我
們在不同的時間在祂的園子工作，似乎刨開泥土，
除去雜草，種下幼苗，施下肥料，澆灌水份，修剪
枝芽，才使得園中的葡萄樹不斷成長，榮光歸於我
們的上帝。

二 . 成為流出活水的教會

先知以西結看到一個聖殿流出活水的異象，這
活水愈流愈深愈流愈廣，後來這水流入死海使水變
甜，如今看到活水所流經之處，凡滋生的地都有向
下紮根，向上結果的景象，譬如說八里教會成立，
好像活水的異象分設河邊教會所帶出的祝福，因聖
靈的工作，祝福的源頭來自於上帝，主耶穌曾經應
許相信的人，都要飲於這活水之源。

耶穌站著高聲說 :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退休牧師 /蔡斯馨牧師

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我們要
看重聖靈在教會及個人生命中的工作，讓上帝賜福
我們教會，使我們成為祝福他人的管道。

三 . 傳揚信息的教會

教會的八種功能，均能平衡的發展，這八種功能
是敬神愛人、天天讀聖經、常常祈禱、殷勤聚會、
樂意奉獻、領人歸主、服務社會、維護生態，我們
要在這基督徒八德，不斷平衡，健康的成長。

耶穌在拿撒勒開始傳道時宣告了一篇信息 : 祂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
貧窮的人，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
的禧年，這實在是大好的消息，我們應向人傳報的
信息，愛河邊教會弟兄姊妹們，五十禧年是讓我們
回顧過去，獻上感恩的時刻，也是將自己再次獻上
的機會，但願上帝使用河邊教會聖徒，讓我們可以
在將來的日子裡，經歷主更豐盛的恩典。

禧年回顧歷史，感恩、展望 : 

感謝信仰的屬靈前輩及弟兄姊妹，從 1970~1985
年，15 年，上帝的恩典，聘請潘茂寅傳道牧養，歷
屆長執兄姊同心協力服事，而使河邊教會成型，於
2008 年 12 月 28 日納入台北中會。

50 年來還有廖修廉長老、陳中川長老、蕭維炳
傳道、潘慈行長老、力榮華傳道、賴淑華傳道、謝
淑華牧師、邱善雄牧師、莊道生牧師、洪寬威牧師、
汪勝義長老、徐榮次長老、鍾國義牧師等協助，求
主紀念，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未來的展望 : 教會慶祝設教 50 禧年感恩的日子，
教會雖有場地限制，但是有兩三位牧師、師母，參
與禱告，教導信徒單純地愛神、愛人；主就將得救
的人天天加給我們，甚至鼓勵弟兄姊妹，多讀聖經
禱告聖靈就臨在我們當中，牧師的理念很單純，就

感謝上帝帶領我們的教會走過 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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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個事務都有定時

是把上帝給予的愛分享出去，以生命影響生命。因
此教會新倍加宣教運動，希望基督徒人數倍加，因
此參加禱告會的人數增長。還有八福小組教室，每
週五下午 3 點舉行查考聖經禱告。進入社區每天早
上 7：00 有讚美操，後有讚美操小組，讀聖經禱告
及活動，教會參加好牧人關懷之家協進會五華補給
站，每月一次關心社區家庭信仰生活。青少年團契，
每週六下午 4 點聚會，曾有台灣神學院學生輔導青
少年朋友。教會的婦女、松年團契，每月聚會一次，
人數約 10 位。願上帝賜福，使河邊教會日日增長，
多結果子，如約翰福音 15 章 4 ～ 5 節，主耶穌說：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我是
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做什麼。」但願我們盡快，升格堂會，感謝八里教
會及弟兄姊妹關心代禱、奉獻。

保羅在腓立比書 3：12 〜 16 勉勵的話 :「這不
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
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所以我們中間，
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
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然而，我們到了甚
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作為我們展望未
來的動力。

感謝上帝，能夠來到台北中會的
秀朗教會服事。在找尋教會的過程
中，腦海中一直出現以前團契學長分
享過的一首歌，Pete Seeger 的《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沉默有時，說話有時
如 果 在 大 學 時 代 以 前 認 識 我 的

人，一定會覺得，一個默默坐在團體
裡傻笑，一有陌生人坐在旁邊就會渾
身不對勁的人，怎麼會成為需要常常
說話、常常與人接觸的牧師。這若非
上帝的恩典，怎能如此！

感謝上帝，知道我有這方面的不
足，在大學期間，藉著我所學的電腦
專業，走遍學校各宿舍、幫忙修理
電腦的同時，讓我有許多的時間與機
會，”不得不”練習與他人的互動。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
尋找上帝的呼召，發現到祂為我們安排在世界上

的哪個位置去努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時間。「上
帝，在神研班得到很多，去唸神學院嗎？」「上帝，
我學電腦的，要去 Bibleworks 工作，幫助人更了
解祢的話嗎？」「上帝，希臘文很有趣，要繼續唸
新約嗎？」「上帝，奧地利的宗教教育紮實又實務，

是做這個嗎？」
回想著這過去上帝在旁陪伴帶領，雖然嘗試的過

程困難重重，從結果來看是失落的，但卻在其中經
歷上帝的恩典是夠用的，並且經歴這些來擴展信仰
的視野，預備這些經驗，來回應祂的呼召－在所在
的地方分享上帝的話。

願上帝繼續帶領，能陪伴著教會的弟兄姊妹在上
帝的話語之中，一起經歷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感受
生活中上帝的恩典與同在。

秀朗教會／林輝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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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中心 時間 地點 電話
台中大專 8/29（一）10：00 向榮教會 04-2235-6020

台南大專 8/30（二）10：00
備午餐

台南大專中心禮拜
堂 06-2371793

台北大專 9/21（三）3：00 台北大專學生中心 02-2362-8054
新竹大專 9/24（六）9：30 新竹公園教會 03-5320289

台東大專 9/22（四）18：00
備餐點 台東大專中心 089-330680

高雄大專 10/16（日）14：00 高雄大專中心 07-3137737

花蓮大專 暫定 10/21（五）〜
10/23（日） 花蓮芥菜種營地 0925-135973

【總會訊】

1. 大專事工委員會在各地大專中心將於 2016 年八月底
至十月舉辦迎新活動，歡迎各位大學新鮮人出席參加。
相關活動洽詢：2362-5282 轉 410，朱姊妹。

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7/25（一）
8/8（一）
8/15（一）

13：30
16：30

認識台灣民間宗教信仰之神明

講師：鄭浚豪牧師

7/26（二）
8/2（二）
8/16（二）

13：30
16：30

從電影看家的風景

講師：黃柏威諮商心理師

7/14（四）
7/28（四）
8/4（四）

13：30
16：30

疾病、死亡與信仰

講師：魏連嶽教授

7/27（三）
8/3（三）
8/10（三）
8/11（四）

13：30
16：30

認識有深度有特色的淡水

講師：蘇文魁長老

學院馬約翰牧師，於 9：00 〜 11：00 及 13：00 〜
15：00 舉行二場培靈會。請兄姊撥冗踴躍參加。

【厚德訊】
1. 7/25（一）〜 7/29（五）有志者至台東短期宣教。 
2. 8/5（五）〜 8/6（六）主日學夏季學校。
3. 8/13（六）〜 8/14（日）青少契夏令營。

南區

【民安訊】

1、7/18（一）〜 7/22（五）19：30 〜 21：00，教會
舉辦本年度夏季學校，接受幼稚園至國中的學生參加，
目標 60 位報名，求主引導同工更多預備，並求主帶
領更多學生參加。

2、配合夏季學校，7/24（日）主日禮拜將舉行音樂見
證會，邀請林和成弟兄前來分享，本會牧師將一起配
搭，盼望上帝吸引更多人前來聆聽。

【土城訊】

7/31（日）福音主日，兩場禮拜邀請西羅亞盲人合唱團
見證分享。
【樹林訊】
1、7/16（六）附設牧人幼兒園畢業典禮。
2、7/30（六）1919 志工在職訓練於本堂舉行。

北區

【蘭雅訊】

蘭雅教會每週三 19：30「中文查經班」，每週五 19：
30「英文會話班」，歡迎踴躍參加。

【關渡訊】

7/20（三）〜 7/24（日）舉辦《天音無縫 2》音樂品格
教育夏令營
7/20（三）〜 7/23（六）13：30 〜 17：30
7/24（日）9：30 〜 12：00

【淡水訊】

1.7/24（日）14：00 舉辦葉約翰牧師聖經詮釋講座。
2. 本會舉辦馬偕學堂，歡迎大家前來參加：

2. 教會禮拜與音樂委員會邀請各教會聖歌隊 / 詩班參與
聖詩新頌觀摩，活動洽詢：2831-8000 轉 162，劉姊

妹。

東區

【南門訊】
心靈饗宴於 7/30（六）16：00 〜 18：00 於二樓禮拜
堂舉行，邀請馮君藍牧師前來分享，歡迎邀請親朋好友
一同來參加。
【永光訊】
1、「我是航海王」暑期營會搶先報名。7/4（一）〜

7/8（ 五 ）8：50 〜 12：30；7/9（ 六 ）8：50 〜
21：30 於本會教育館舉辦。透過各種體驗與競賽活
動，建立學生「珍愛生命」的優質人生觀，正確認識
和學習兩性的差異。招收小五〜國二（原年級）學生，
完成六天課程，結業當天可參加「捍衛夢想雷射鎗遊
戲」。

2、永光青少年領袖營「烈火焚燒」熱烈報名。8/23（二）
〜 8/26（五）日於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辦。低空體驗、
闖關遊戲、聖靈之夜，心意更新，重燃青春熱情。歡
迎國一至大專應屆畢業生報名參加，6/26（日）前報
名享早鳥價 2,200 元。

西區

【林口訊】

1、本會附設喜樂全人關懷協會訂 7/25（一）〜 7/29
（五）舉辦「第二屆喜樂品格體驗營」。

2、本會附設幼兒園訂於 7/22（五）18：30 於禮拜堂舉
行畢業典禮暨音樂發表會

【三重埔訊】
1、2016 年兒童夏季學校：2016 年兒童生命品格才藝學

校將於 7/1 〜 8/31 每週日早上開課，連續九週內容
有：生命故事繪本、音樂教育、兒童程式語言、運動
桌球班，歡迎邀請好朋友的小孩與家長一同參加。夏
季學校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1Ltic 〜 _aANwAKKPwOPb19Ah3MKuY5pu5L-
szAe4jxanQE/viewform

2、設教 76 週年慶：7/3（七月第一主日）係本會設教
76 週年主日，當日台、華語禮拜合堂，特邀台灣神

【淡水國語訊】

本堂將於 7/17 主日禮拜中舉行劉定安牧師、邱見恩牧師
就任授職本堂傳道師派駐百加教會牧養服事，請為此事
工關心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