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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CD推廣－「歡唱詠不停」

大
小

報
6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6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6月12~14日
˙傳道者梯次進修會

  地點：總會

6月13日
˙神學系、長執志工

班招生截止

6月17~19日
˙東北區花蓮縣萬榮

鄉、鳳林鎮醫宣行

  地點：花蓮縣萬榮

　鄉西林、見晴村、

　鳳林鎮鳳仁國小

6月18日
˙教牧會議

  地點：總會

6月19日
˙神學院畢業典禮

˙教材編修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6月23日

˙常務理事會

  地點：總會

6月28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7月3日

˙中區南投縣(市)南投
教會醫宣行

  地點：南投教會

7月4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7月5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7月10~29日

˙大專組神訓班

  地點：總會

7月21~27日

˙西區兒教組教員

　講習會

  地點：基督仁愛之家

7月26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7月30日
˙宣牧會議

  地點：總會

7月31日

˙第80次聖職人員代表
會議

  地點：總會

經歷愛，學習誠實，願意付出愛
─104學年嘉義地區高中、職學校社團領袖訓練營

　　基督徒每一日走在主的恩典之路上，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各種生命滋味都有主的美意相伴引
領，使我們成長、更合乎主所要的樣式。而無論順境、逆境，憂傷或是快樂時刻，都能充滿感
謝，體會從主而來的喜樂，過著—「歡唱詠不停」的人生。

　　你們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歌頌祂。應當向祂唱新歌，彈得巧妙，聲音洪亮。

（詩33:2-3）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詩95:1-2）

　　用詩歌頌讚主，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信仰生活。

　　「歡唱詠不停」是張非常多元化的專輯，有鋼琴獨奏、a cappella純人聲重唱、有鋼琴、小
提琴、大提琴的三重奏、人聲搭配鋼琴及大小提琴的重奏，亦有人聲配上電鋼琴模擬吉他、鐘琴
呈現，相當豐富。

　　曲目皆選自大家熟知的讚美詩，但配以全新的編
曲、伴奏、編制，予人全新的聽覺感受！從樂曲中，
可以感受到歡欣頌讚、平靜安穩、倚靠感謝、溫暖安
慰……的各種信仰心境！

　　後記：參與這張專輯錄音，已經是十年前的事
了！感謝主引領我踏上音樂學習之路，能有機會將所
學的奉獻給主是何等珍貴及感謝！憶起這張專輯，在
總會錄音至半夜，聲音已進入疲憊不受控制的狀態
了……但是“必須完成”，所以大家盡力堅持著，主
也奇妙帶領著，讓我們充滿想法，甚至超越原本所計
畫的編制。已故的雯玲老師協助本專輯錄製，並參與
了a cappella三重唱，她愛主、堅持的精神鼓舞影響
著我們，這真是一段美好又難忘的聖工體驗。神在其
中，成為大家的支柱，祂引領我們完成祂的工，願一
切榮耀都歸與祂，願大家一起分享這張美好的專輯。

　　4月30日-5月1日，嘉義高中、嘉義女中和嘉義高商喜信社(生命教

育社團)的高中志工學生，獲得觸口教會肯定與支持，提供場地與行政

支援，舉辦「嘉義地區高中、職學校社團領袖訓練營」。

　　來自各地高中學生28人，加上教會工作人員17人，還有觸口教會

本身接近20位信徒，在教會大環境共同生活，學習聖經故事、詩歌歡

唱、陽光跳躍、破冰、大地遊戲和探索教育，進一步學習禱告，快樂

的學習教會生活。

　　活動的設計，以介紹約拿書看「志工服務如何傳遞愛心信息」、

「造物主的愛心」？本會大學生和社會人士以引導員身分，引導高中

志工學習各種帶領技巧。

　　並經由引導員帶領學員互相討論，可以從團隊合作學習人際關

係、問題解決、拓展生命視野、體會自我價值，以共同學習之模式，

探討生命的意義，進而珍惜生命。

　　第六次舉辦高中、職學校社團領袖訓練營，高中社團幹部與社員

熱情參加，帶給社團志工未來志願服務營隊的經營，與團康活動的學

習，受益良多。又有一位幫忙的外邦志工營隊期間受聖靈。在此深深

期待：

（1）透過聖經故事介紹、詩歌吟誦及教會生活介紹等等，協助各校

高中社團幹部與志工服務員更適應教會活動，日後更願意親近教會。

（2）可以繼續增加教會內介紹，讓更多教會內高中生參加，帶動社

會更祥和、互助的氣氛。

梯次 舉開日期 報名方式及截止日 相關事宜

第一梯次 8月8日（一）
至12日（五）

新生：
1.填寫報名表1張。
2.報名表及審核表先交教會職
  務會審核通過後，再一併寄
  回神學院。
3.教會寄交新生名單期限：
  第一梯次：7月5日為止，逾
  期恕不受理（郵戳為憑）。
  第二梯次：9月10日為止，逾
  期恕不受理（郵戳為憑）。

舊生：
1.以電話、e-mail 或傳真方式
  報名，並告知參加哪一梯次
  、學號、姓名、所屬教會、
  聯絡電話及通訊住址。
2.期限
  第一梯次：7月5日前
  第二梯次：9月10日前

報名資格
1.本會信徒、男女兼收。
2.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3.學歷不設限，年齡：20至60
  歲。
4.未婚者須家長同意，已婚者   
  應徵得配偶同意。

舉開地點：台灣總會

第一、二梯次上課科目及講
員：傳道書—王耀真傳道主講
24節。

名額限制：每梯次80名，依報
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若不足
30名，則不開班。

聯絡人：何美珍姊妹
04-22436960 分機1512

第二梯次 10月17日（一）
至21日（五）

通知105年8月份及10月份神學訓練班社會組開課事宜
為因應上班無法請長假之同靈，提供進修之管道，特以短期方式開班，期使因材施教、健全基督肢

體，充分發揮各肢體之所能，以加速完成真道普傳世界之使命。（詳情請見各教會公文或網站）
第19屆全國大專校園
團契幹部訓練營

　　為提昇大專校園團契幹部帶領素質，特舉辦幹部訓

練營，請鼓勵參加。

一、日期：8月3日（三）上午十一點前完成報到（隔日

　　　　　一律不受理報到）至8月7日（日）上午十一

　　　　　點結束

二、地點：台灣總會

三、對象：即將就任105學年度上學期之團契（高級班）

　　　　　幹部，包括：契長（高級班班代表）、課務

　　　　　組、活動組、關懷組負責等；非幹部請勿報

　　　　　名，亦不開放慕道者參加。

四、報名：

　　1.請以團契（或高級班）為單位報名，填妥報名表

　　　上之資料，於6月3日（五）前向各區大專輔導傳

　　　道報名；並請各區傳道於6月10日前將資料寄回總

　　　會教牧處，以利接待工作（請審慎填寫組別，不

　　　接受臨時換組）。

　　2.報名費用：200元，現場繳交。

五、報名表及課程表（請參考「台灣總會網站」

　　http://www.tjc.org.tw或「教牧資源網」http://

　　edu.tjc.org.tw:8888/截取）。

  105年度教會新按立長老執事以扶持聖工，誠如

聖經所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

就當專一教導。」（羅十二7）「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

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西一25）「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

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上大有膽量。」（提前三

13）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

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

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

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

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

冕。」（彼前五1~4）

    請全體教會及同靈為新按立的長老、執事代禱，求

神加添智慧、能力，盡其職分，榮神益人。

105年新按立長老、執事 教區 教會 姓名 按立 按立日 按立人

北區

五股 陳麗英 順真女執事 3/27 王明昌

松山 蘇國興 長老 4/10 張恩哲

景美 柯文鑫 秉謙執事 4/10 陳勝全

石牌 羅敏華 女執事 4/23 謝溪海

台北 黃幸美 女執事 4/30 張恩哲

中區
南台中 林玲欽 執事 3/19 邱義雄

大雅 薛雨水 執事 5/14 蕭順從

中南區 西門 趙明禮 執事 4/16 羅真聲

南區

莒光 林義福 執事 4/2 林章偉

南門 王安玉 女執事 4/23 賴英夫

南門 林淑真 女執事 4/23 賴英夫

東北區

崇德 吳金生 靈生執事 3/26 羅讚坤

三棧 周文雄 靈恩執事 4/17 簡明德

立山 武靜雨 忠道執事 4/30 林章偉

西區

春陽 羅秀英 亞拿女執事 3/5 趙明洋

錦屏 徐聖清 執事 3/6 李盈朱

士林 彭約翰 執事 3/5 黃誌新

東勢 陳黃德松 執事 4/2 黃東文

大溪 張建國 尼希米執事 4/9 陳錦榮

頭份 陳秋惠 哈拿女執事 5/14 趙明洋

融入教會生活，學習禱告敬拜神

分組討論聖經信息 陽光跳躍歡樂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