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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1月10~11日

˙高教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1月14~15日

˙中區彰化市醫宣行

  地點：彰化教會

1月20日

˙神學系學期結束

1月20~26日

˙兒教組教員講習會

  地點：總會

1月21日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教會

1月22日

˙聖樂營籌備會

  地點：總會

1月22~24日

˙喜信生命體驗營

  地點：嘉義縣中埔

　鄉石硦國小

1月24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2月5日

˙北區新任教會負責
人講習會

  地點：臺北教會

2月6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2月6~10日

˙大專校園團契幹部
訓練營

  地點：總會

大
小

報
2月7日

˙常務負責人會(審
議105年工作報告
及決算)

  地點：總會

2月8~13日
˙腓利門書房參展台

北國際書展

  地點：台北世貿一

　館

2月10日
˙聖樂網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2月12日
˙中南區、南區新任

教會負責人講習會

  地點：永康教會

2月13~17日
˙社會組神訓班

　地點：總會

2月19日
˙東北區、東南區新

任教會負責人講習
會

  地點：花蓮教會

2月20日
˙神學系下學期開始

2月24日
˙常務理事會/理事會

  地點：總會

2月25~26日
˙總會負責人會(審

議105年工作報告
及決算)

　地點：總會

2月26日
˙中區、西區新任教

會負責人講習會

  地點：總會

　　一首好的詩歌，可以振奮人心，可以撫慰心靈，可以讓靈命更

加豐盛，拉近神與人之間的距離。自女先知米利暗在紅海邊手拿著

鼓歌頌真神以來，可拉的後裔、亞薩、大衛、所羅門……等有音樂

恩賜的前輩，不斷地創作詩歌，呼求、頌讚天上的耶和華。這些詩

歌傳頌數千年，陪伴屬神的子民在危難、平安、憂傷、節慶時，一

起走過死蔭的幽谷或人生的高峰。

　　聖樂科正承接這個使命，在這個快速而忙亂的社會氛圍中，不

斷地推出弟兄姊妹靈命所需要的詩歌。用不同的樂器和人聲，或高

亢、或低沉、或快板、或慢板，交織成優美的旋律以滋潤心靈，或

激發生命的鬥志。

　　這次，聖樂科鄭重向大家介紹一個由本會弟兄姊妹親自編曲、

錄音、製作完成的「欣賞版」讚美詩專輯。這個專輯將讚美詩第一

首到第二十首重新編曲，運用各樣的樂器和不同組合的人聲，重新

詮釋這些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詩歌。這專輯將為您帶來一個完全不

同以往的體驗，值得我們收藏或在教會活動時營造屬靈的氣氛。

　　歡迎各位兄姊能夠支持購入這個專輯，並且能夠在讚美神的歌

曲無處不在之理念下，使用並到處宣傳。一方面豐富我們屬靈的生

活品質，一方面也是對本會投入音樂事奉人才的鼓勵，讓本會的聖

樂服事品質不斷提升，榮耀主耶穌的聖名。

　　感謝主耶穌賞賜美好的機會與恩典，2016年年末依照神學院年

度工作計畫，教務主任吳永順傳道聯繫之下，邀請六合教會侯信永

弟兄，如期於12月11日以「寫一手好字」的專題講授硬筆書寫的技

巧。除了神學院全體師生，也有神學生的家屬及西台中教會戴輝煌

弟兄共廿八位參與，眾人在課堂上認真學習，亦增進屬靈情誼。

　　一開始，候老師即介紹自2015年11月以來，硬筆書寫已蔚為風

潮。現在的人留連於電腦鍵盤，握筆、書寫的技巧已漸漸淡忘。侯

老師感謝神的帶領，能在此領域發揮所長，及所接觸的專業上，與

學校、社團合作，運用小班制的教學，拓展硬筆書寫的授課機會。

侯老師接受媒體的採訪後，發現在手機與資訊爆炸的時代，重新找

回硬筆書寫美感的人口有逐漸增加。

　　繼台灣總會邀請侯老師授課後，於2016年4月1日順利出版《寫

字的力量》乙書，本次專題即以此書為教材，逐次將書寫的技巧以

科學的方式教授。

　　侯老師教授硬筆書寫的技巧有30個秘訣，提到要寫好一手好

字，要從瞭解書寫的技巧開始，並不在於字寫得多寡。瞭解書寫的

技巧以後，從手部的運行，讓腦部記憶書寫筆劃的順序、方式，又

提醒寫字練習從寫大字開始，會讓腦部記憶更深刻。在教材範本

中，老師希望我們透過解構每一個字，瞭解一個字的字型（例：上

寬下窄、三角型、高聳型……等），能在下筆書寫時展現字體之美

感。在瞭解每一個書寫手法的技巧之後，當然還是要多方的練習，

熟練然後能生巧。

　　授課當中，侯老師的專業與沉穩使大家倍感親切，看見老師在

黑板上指導的每一個字，期許自己未來在板書能更上一層樓。祈求

神紀念，並繼續賜福候老師的工作，也求神帶領神學院所有的學習

能榮神益人。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真神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神學生胡清水）

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2017年宣道媒體頻道表
台北、基隆、馬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台南、高雄、澎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基隆北部調頻電台 FM88.9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基隆北部調頻電台 FM88.9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3：00~24：00
馬祖非凡音電台 FM98.5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澎湖勝利之聲電台   AM756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澎湖勝利之聲電台   AM756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高雄、屏東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新竹新聲電台 FM99.3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貓貍電台 FM90.9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桃園電台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3：00~24：00
新竹新聲電台 FM99.3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貓貍電台           FM90.9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高屏溪電台 FM106.7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高屏溪電台 FM106.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宜蘭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青山電台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蘭友電台 FM91.9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蘭友電台 FM91.9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雲林、嘉義、金門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花蓮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金門金馬之聲電台   FM91.7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姊妹電台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台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領袖電台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金門金馬之聲電台   FM91.7  每週日晚間  PM 23：00~24：00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燕聲電台 AM1044     每周五傍晚   PM 16：00~17：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燕聲電台 AM1044  每周六傍晚   PM 16：00~17：00

台東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台語）
台東之聲電台       FM89.7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東民電台           FM98.7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東光之聲」（阿美語）
東民電台           FM98.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全省地區「真光之聲」電視福音講道節目 真耶穌教會福音資訊網路網址：

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JOY.org.tw
宣道處電子信箱　evan@joy.org.tw
宣道處聖經函授中心：

地址：406-99台中郵政66-21號信箱   

傳真號碼：(04)2243-6968
福音協談專線：(04)2245-2995 (你若是我！你救救我！)

中國電視公司（中視）
2011/ 02/ 20 星期日起

每星期日上午 AM 09:00~09:30

全方位影音宣道媒體製作、託播費、影音光碟產品，均由「視聽傳播專戶」支付。

您的一臂之力！讓媒體宣道推展更順利！得救福音早日傳遍天下！普救萬民靈魂！

敬請支持本會電視、廣播、網路、儲存光碟宣道媒體事工經費，鼓勵特志奉獻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十15）

郵政劃撥帳號：0020126-1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　通訊欄請註明：「視聽傳播專戶」

頻道表刊登於「真光通訊」，若有變更會隨時更正！

地址：台中市406-73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電話：（04）22436960轉分機1225、1412、1222、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