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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
˙中區Office講習會

  地點：總會

2月4~8日
˙大專校園團契幹部

訓練營

  地點：總會

2月5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2月6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2月6~11日
˙腓利門台北國際書

展

  地點：台北世貿

2月23日
˙基金會常務理事會

/理事會

  地點：總會

2月24~25日
˙總會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2月26日
˙神學院宣牧組開課

  地點：總會

2月27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3月2~3日
˙第十六屆醫宣春季福

　音團契年度聚會

  地點：總會

3月3~4日
˙分段式教員講習會

  地點：中壢

3月5日
˙編審會

  地點：總會

3月6日
˙常務負責人會

  地點：總會

3月10日
˙北區宗教小組會議

  地點：雙連教會

3月10~11日
˙分段式教員講習會

  地點：中壢

3月17日
˙第72-2次聯合小組會

議

  地點：總會

3月19日
˙真理研究會

  地點：總會

3月24日
˙法制委員會議 

  地點：總會

3月27日
˙主管工作會報

  地點：總會

真耶穌教會喜信網路家庭
http:JOY.org.tw

東南區長青學苑老人日托班體驗活動

大
小

報
神學院專題講座—如何使用聖經工具

God's 
      Love

　　利河伯基金會每年辦理國內清寒學生助學金及學生團契生活補

助金，以幫助經濟弱勢、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等貧困家庭的學

生，鼓勵學生向學。國內清寒學生助學金：大專院校學生每名8,000

元，名額為15名；高中生每名5,000元，名額20名；國中生每名

2,500元，名額20名。助學金每年辦理二次（每年三月及十月接受申

請），分上、下學期兩次發放。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助學金已審核完畢，總共幫助51名學生，發

放285,500元，在11月中完成匯款至各代理單位或指定帳戶，相關公

文也已寄至各代理單位轉交受助學生簽收確認。

　　期望這樣的愛心贊助，能夠不斷地散播廣傳，讓這份支持貧困

向上的力量源源不絕的持續下去，鼓勵這些雖在困境中的學生，不

要放棄認真努力向學的動力。在未來的前途中看見曙光，將來也同

樣將此善行代代相傳，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你想幫助他們~

愛心捐款時請在劃撥單上註明「多加愛心-清寒助學金」，或來電

告知，基金會將不勝銘感。

（本會所開立之捐款收據，可作為年底報稅之用，請妥善保存。）

戶名：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利基金會　郵政劃撥：帳號22282678

主講：柯恆雄傳道

時間：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上午09:00~12:00及下午14:00~16:00）

地點：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7樓

　　感謝主的恩典及帶領，賞賜美好的機會參加

神學院所舉開的專題講座，這次邀請柯恆雄傳

道專題研討：「如何使用希臘文聖經工具」，令

神學生們非常的期待。柯傳道介紹RHEMA（日瑞

馬）意思是指：「希臘文」工具，教導我們從

RHEMA（日瑞馬）希臘文找到經文的內容意思，

進而明白經文原文的意思及背景。

　　柯傳道用心的、一步一步指導我們如何操作電腦，如何善用它，勉勵我們日後多多練習就熟能

生巧。在更深入了解原文的意思之後，便能提升神學生屬靈知識的成長。經上記著：「務要牧養在

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彼前五2）。希望將來在牧養信徒時都能得到造

就，牧養教會是須要計劃的，這是我們應該盡的本分及責任，也是神學生日日裝備學習的方向，追

求生命學習。

　　柯傳道在上課中也讓我們實際操作，以啟示錄大綱來練習，找出經文原文的意思，大家互相切

磋，更能進入學習的狀況。凡事靠著聖靈所加添的力量，使我們剛強壯膽，懇求神賜給我們剛強、

仁愛、謹守的心，並求主賞賜智慧。誠如聖經所言：「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

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求神加添神學生智慧、能力，盡其職分，榮神

益人。（神學生誠文）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清寒學生助學金核發報導

　　東南區於2014年成立長青學苑管理委員會，以便統一集中管理

照顧，並配合政府推動長照2.0計畫，以關懷教區所有長者。目前

已設立四個日托班（成功、嘉平、大橋、瑞源），2018年1月1日將

增設兩個日托班（忠智、美和）。

　　長青學苑日托班，每年均辦理一次參訪旅遊活動，以擴展長者

視野，並檢驗自身健康狀態。2017年透過志工（照服員）們與長者

（學員）於平時閒聊中，以「你最需要甚麼？最想做甚麼？最想看

甚麼？最想去哪裡？還沒體驗甚麼？」為導向，經收集、彙整後，

結果如下：1.未去過臺灣總會2.未搭乘飛機3.未坐過高鐵及捷運

4.未去過101大樓。（註：其原因為子女均在外打拼，未能陪伴相

隨）。

　　基於長者的需要與期待，長青學苑日托班小組經多次討論結

果，乃擬訂三天二夜環島之旅：【陸海空大進擊】破冰之旅。各日

托班長者（學員）們聽聞後雀躍不已，紛紛表示非常願意。

　　規劃行程為：1.臺東至臺北(航空) 2.參觀101大樓(含搭捷

運) 3.搭乘高鐵到臺中（總會及清境農場），隔天再搭高鐵至高雄 

4.高雄旗津渡輪 5.高雄搭火車回臺東。為確定行程可行性，委由

高旯勩貲弟兄在行前，加強各班體能健身、衛生教育，及詩歌練唱

與唱遊（教會聯誼）。

　　因為考慮在旅途中長者發生危險（諸如上下車或行動中跌倒）

及志工（照服員）們人員不足，因此日托班小組研商：1.分成兩

梯次2.每一志工們含隨隊護理人員，各負責4-5位長者全天候之安

全。所有準備工作就緒後，第一梯次於2017年11月28-30日及第二

梯次12月5-7日分別出發。

　　感謝主的帶領，在這次旅遊參訪中，都能「快快樂樂地出遊、

平平安安的回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旅行中看到長者們克服

自身些許的障礙，那種堅強的意志力，及臉上時刻散發出的那種喜

悅的面孔。我們相信每位長者們，不僅僅有滿滿的收穫，也了了心

中多時的心願。

　　對隨行的志工們來說，當看到長輩們津津樂道分享旅遊中點點

滴滴，及滿滿的快樂回憶時，一切的辛勞都化為煙雲霧散，心中留

下的是「我們曾經為這群可愛善良的長者們付出愛的關懷」，那是

真實美好的回憶，願神紀念並賜福，直到永遠。

　　環視東南區還有更多更多的長者，需要被關懷照護，但我們的

志工（照服員）遠遠的不足，在經費上亦相形的匱乏，祈願有志加

入這個愛的行列的弟兄姊妹們，歡迎您們！亦盼望更多有愛（善）

心的眾信徒，提供更多的後援，齊聲為我們的長者付出您的行動，

讓教區長青學苑各項業務更加落實、更趨完善。亦為自己未雨綢

繆，因為您我將來都需要被關懷、照護。

　　最後，期盼眾信徒在禱告中，為長青學苑的事奉工作「交託並

依靠神」而代禱，引領使之盡善盡美。（陳恩隆）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2018年宣道媒體頻道表
臺北、基隆、馬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臺南、高雄、澎湖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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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厝邊隔壁大家好」（臺語）
領袖電臺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澎湖勝利之聲電臺   AM756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領袖電臺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澎湖勝利之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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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
桃園電臺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新竹新聲電臺 FM99.3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貓貍電臺 FM90.9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青山電臺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桃園電臺 FM106.9  每周日晚間  PM 23：00~24：00
新竹新聲電臺 FM99.3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貓貍電臺           FM90.9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青山電臺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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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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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
青山電臺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姊妹電臺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臺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青山電臺 FM101.1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姊妹電臺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臺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厝邊隔壁大家好」（臺語）
蘭友電臺 FM91.9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蘭友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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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
姊妹電臺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19：00~20：00
新雲林之聲電臺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1：00~12：00
領袖電臺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金門金馬之聲電臺   FM91.7  每周日晚間  PM 22：00~23：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姊妹電臺           FM105.7 每周日晚間  PM 20：00~21：00
新雲林之聲電臺     FM89.3  每周日上午  AM 10：00~11：00
領袖電臺           FM93.7  每周日晚間  PM 21：00~22：00
金門金馬之聲電臺   FM91.7  每週日晚間  PM 23：00~24：00

「厝邊隔壁大家好」（臺語）
燕聲電臺 AM1044     每周六傍晚   PM 17：00~18：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燕聲電臺 AM1044  每周六傍晚   PM 16：00~17：00

臺東地區福音廣播節目

「厝邊隔壁大家好」（臺語）
臺東之聲電臺       FM89.7       每周日傍晚   PM 17：00~18：00
「心靈的遊牧民族」（華語）
東民電臺           FM98.7    每周日晚間   PM 18：00~19：00
「東光之聲」（阿美語）
東民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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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郵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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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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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73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電話：（04）22436960 轉分機1225、1412、1222、1417

▲交通體驗之旅

▲助學金發放

▲助學金感謝函

▲瑞源嘉平陸海空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