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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4日

˙教牧會議

  地點：總會

6月4日

˙青教組教材編修小
組會議

  地點：總會

6月5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6月6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6月10日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

6月11日

˙聖樂發展委員會

  地點：總會

6月12日

˙神學系.長執志工班
招生截止

6月18日

˙神學院畢業典禮

  地點：總會

6月18~20日

˙傳道者梯次進修會

  地點：總會

6月23~25日

˙東北區宜蘭縣南澳
鄉醫宣

  地點：宜蘭縣南澳鄉

˙大畢班學生靈恩會

  地點：總會

6月27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大
小

報
7月3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7月4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7月9日(晚上報到)

~28日(午餐後結束)
˙神學訓練班大專組

  地點：總會

7月16日
˙聖樂網小組會議

　地點：總會

7月16~18日
˙學生團契主任眷屬

聯誼

7月20~26日
˙東部區兒教組教員

講習會

  地點：芝田

7月21~23日
˙中南區雲林縣虎尾

鎮醫宣

  地點：虎尾教會

7月25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7月29日
˙宣牧會議

　地點：總會

7月30日
˙第81次聖職人員代

表會議

  地點：總會

7月31日
˙第148次總會負責

人暨傳道者聯席會

  地點：總會

7月31日~8月1日
˙傳道者進修會

  地點：總會

　　感謝主！北埔教會在神的引導，從找尋建堂地點、買地、募

款、建築工程計畫、委員同工建立等，在信徒們同心運作下，藉禱

告將會堂建築問題，有效率提出來，發現問題、並提出有建設性的

解決方法，最後仍以禱告交託神，方能成事。誠如馬可十章27節所

說：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事

都能。」

　　首先，由張建二傳道開路先鋒，購地過程中難以抉擇，透過祈

禱、交託、深思熟慮，神開啟了這一扇門，確定地點並購買後，由

葉雄福傳道接續引領、許仁杰傳道繼續帶領指導，建堂聖工能諸事

迎刃而解，排除重重窒礙。雖然最現實的仍是募款基金，但弟兄姊

妹們對神有信心，義賣地瓜及玉米，以籌措建堂基金為主軸，「聚

少成多，積小致巨」，殊不知已感動眾多信徒，這不就是神的恩典

嗎？！

　　再者，建堂施工現況，神將各建築委員成為最重要之器皿，設

計師細心催促督察檢視、各工程師的專業施工、監工組實地查看監

督、財務組的嚴謹收支控管、採購組的聯繫作業、募款組的籌備、

資料組的彙整紀錄。主委在每次會議做正向經驗分享，優先次序決

議事項。各司其職，每個委員都充滿「Schema基模」（因知識及經

驗的累積所得之智慧），工程發包、灌漿、簽約……等，即使遇到

颱風氣候不佳，也讓會堂的興建工程損失降到最低。

　　如今主體結構已蓋至四樓，真的很感謝主，也極其感動，我們

相信，只要有信心，我們的會堂必在神的帶領下如期完成。願主感

動更多的信徒，於財力、物力上施予協助，也請繼續為北埔教會建

堂聖工代禱，願將一切榮耀歸於神。（張素慧）

奉獻匯款時請利用下列帳號：

1.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總會郵政劃撥帳號

   0020126-1（請註明奉獻項目：北埔教會建堂奉獻）

2.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第一銀行北台中分行，

   帳號：403-50-062-077（請來電告知04-2243-6960 #1273）

　　感謝神，這次神學院的集體實習在師長規劃下有個特別的行

程，2017年4月7日的下午參訪台南神學院（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當天中午神學院全體師生先到臺南教會集合，簡單介紹後，我們和

臺南教會的長執負責人一起用餐，因為從臺南教會到台南神學院路

程很近，因此用過午餐後進到會客室喝茶聊天，約在兩點集合，禱

告後前往台南神學院。

　　我們來到頌音堂一樓的會議室，由台南神學院院長簡介，從中

得知台南神學院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尤其是聽到台南神學院第一

任院長巴克禮牧師的獻身文，這份獻身文是每年生日時他都會鄭重

的在上面簽上自己的名字，表示與神的立約，奉獻一生，為神所

用，想到此心裡不由得敬佩。這是一種提醒、自我激勵的方式，既

然已奉獻給主所用，更應當將自己的心思意念、四肢百體、財物、

時間以及一切力量，全都獻給神。

　　在對談的過程中，台南神學院院長特別提到，他們對於傳道師

的任用保有差派的制度，以差派他們到各地方教會去。不同的是，

當傳道升為牧師時，就可以由教會或自己選擇要去牧會的教會。也

得知台南神學院的早禱會是八點鐘才開始，而我們的早禱會從六點

半開始，準備一天的學習。

　　之後，由台南神學院的牧育長和傳道師帶領我們，並介紹整個

院區。首先經過的是院內的新樓幼兒園，他們特別聘任專業人才至

園所服務及規劃課程，在台南地區而言是幼兒園排名第一，不是想

來就讀就可以進來就讀，而且學費也不是很便宜，但是他們自己的

員工享有優惠，園區雖然不是很大，但是就讀的學生超過百名。我

們繼續參觀院區，依續為彰輝館、巴克禮牧師故居遺址、禧年館、

校友會館、宿舍、慕林館、教室、禮拜堂和圖書館。帶領我們的傳

道師很認真地講解整個院區內各個文物的歷史文獻、經歷以及典

故，亦深刻感受到他對信仰的熱誠。

　　到了台南神學院的禮拜堂時，傳道師與牧育長說明他們的敬拜

方式及過程，又提出問題問我們在禮拜堂的前面上方的三個圖像分

別是誰的圖像，起初還不太明白每個圖像是代表誰，經過了傳道的

解釋才會意過來，原來正前方的圖像是主耶穌，拿著寶劍的圖像是

保羅，拿著鑰匙的圖像是彼得。期間有一位同工請我注意腳下的地

方，原本我還不太了解同工的意思，突然發現，原來他們禮拜堂的

座位底下沒有跪墊，這讓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也聽到了他們要考上牧師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要取得牧師的

資格必須通過許多的考試，當通過了種種的考試拿到牧師的資格，

就可以由教會或自己選擇要去牧會的教會。他們牧師的待遇非常

好，根本不用擔心物質上的生活，可以全心的投入服事。反觀我們

時，雖然在物質上沒有像他們那樣的條件，但卻讓我更能夠去體

會保羅所提醒的，我無論處在何種狀況都能知足（腓四11~13），

我們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並會在最需要時賜與我們（太六

32~33），這須從生活中去體驗的。

　　感謝神的安排，在此次的行程中看出台南神學院主要以人的意

識、組識而建立，及他們優於我們的地方（環境、建設、教育體

制……等等），雖然看似我們不足的地方有許多，但是我們唯一與

他們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有聖靈同在，因為聖靈與我們同在，更能

夠體會到保羅所分享的，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

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

有的（林後六10）。並且

讓我再一次的省思自己獻

身的初衷，更懇求神帶領

我的腳步，在服事的過程

中都能蒙神的喜悅。（神

學生羅家榮）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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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新按立長老、執事
教區 教會 姓名 按立 按立日 按立人

北區

東園 黃芸芸 恩芸執事 3/25 陳勝全

北投 林淑玲 執事 4/1 張恩哲

臺北

蔡恩順 長老 4/22

侯恩源劉正國 執事 4/22

侯喜恩 執事 4/22

新竹 陳志成 執事 4/22 張恩哲

山佳 林健智 恆謙執事 4/29 黃誌新

中區

草港 黃鴻博 執事 3/18 羅讚坤

清水 林靈通 執事 3/25
許東霖

花壇 王國慶 執事 3/25

黎明 許錦煌 執事 4/8 黃東文

西臺中 張恩生 執事 4/15 賴英夫

溪湖 蔡天成 執事 4/15 李盈朱

內新 賴辯德 宣德執事 4/29 邱義雄

崙尾 黃敏達 執事 4/29 謝溪海

彰化 羅讚坤 約書亞長老 4/29 陳恆道

鹿港 張慈憐 執事 5/6 趙明洋

中南區 四股 王明典 執事 4/15 林章偉

南區

三多 李榮義 執事 4/15 吳光明

古樓 浦忠義 執事 4/15 黃仁德

高雄 翁浩建 執事 4/29 王明昌

東南區

忠仁 王榮貴 榮恩執事 3/11 王明昌

田組 陳萬居 彌迦執事 3/12 陳錦榮

東光 吳金生 執事 4/29 趙明洋

真柄 宋明導 約珥執事 4/23 劉英祥

西區

崎頂
簡忠榮 執事 3/11

林章偉
黃政光 但以理執事 3/11

親愛 白王美珠 執事 3/25 陳建忠

紅香 林健文 約翰執事 3/25 蕭順從

財團法人私立郭腓利門紀念基金會
103、104、105~106年4/24止接受捐款徵信錄

序　號 姓　名 日　期 第11冊收據號 金　額

103-1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3/6/26 NO.005 30,000

103-2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3/12/30 NO.006 10,000

104-1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4/6/7 NO.007 30,000

105-1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5/1/15 NO.008 10,000

105-2 郭永○ 105/5/23 NO.009 60,000

105-3 郭献○ 105/5/23 NO.010 60,000

105-4 楊建○ 105/5/23 NO.011 60,000

105-5 郭豐○ 105/5/23 NO.012 60,000

105-6 楊聖○ 105/5/23 NO.013 60,000

105-7 郭子○ 105/5/23 NO.014 60,000

105-8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5/6/7 NO.015 30,000

105-9 郭永○ 105/12/20 NO.016 10,000

第11冊三聯收據共20份，原第016號作廢，以第17份重新開立NO.016。

106-1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6/01/19 NO.018 15,000

106-2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6/01/19 NO.019 10,000

106-3 萬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06/01/24 NO.020 15,000

20170318-19募款訪問

教會義賣籌措建堂基金

2017326 生薑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