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約1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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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聯會總務部、勞健保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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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董事會秘書、及聯會

最近聯會有一件大事

具財務恩賜之牧者或同工)

1.關於財產管理：

就是聯會財務會議，中南

詳加說明。每次將分北區、

區 財 務 會 議 訂 於 11 月 1 2 日

中南區等兩區進行，當天

(六)14:00-17:00假活水教會

完成。期待大家全面支持財

舉行；北區財務會議訂於11

務會議，使整個聯會財務更

月13日(日)15:00-18:00假國

完善，在這世代為主作美好

光教會舉行。對象為本會各

的見證，更使教會無後顧之

堂會主責傳道人及全體財

憂，成為教會的祝福。

依例綱【一、基督教
台灣貴格會例綱第三章第八
條】規定，本會所屬教會，
其所有不動產權屬於本會，
由「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
台灣貴格會」管理之，將加
列「始得開立奉獻收據並辦
理勞健保」，以使管理符合

務同工。請本會所屬各教

聯會根據上次年議會

會，全力支持。詳情請洽

通過之例綱條文，修正為

0911220037。由於聯會發展

更新版例綱，放置在網站

日漸龐大，故政府已展開查

上，網址為http://www.twfc.

就牧師的按立資格、

帳的行動，感謝神的保守，

org.tw歡迎下載，亦可向

傳道人員的聘派、公費神學

今年查帳順利通過。為因應

freiendschurch60@gmail.com

生的選送及本會所認可之神

政府經常性查帳的趨勢，聯

索取，此為PDF檔案不可更

學院…等條文，都會因應時

會將協助各堂會，建立健全

改，請妥為保存，切勿外

代的變遷做修訂，提升其可

財務制度，並與其他教會一

流。在明年年議會之前，我

行性，使各堂會在執行各樣

致。故執委會通過每年舉辦

們將進行例綱細部的修訂，

事工時依法有據，按規矩而

兩次財務會議，由聯會財務

特別著重在未來財產管理及

行。(例綱修訂草案亦放在上

政府之相關規定。
2.關於人才提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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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的 話
女靈修會的方向、內容和分
工，期待帶領全貴格會的婦
女們更深遇見神，興起為耶
穌！
石龜溪教會經歷幾次
風災下來，受損不少，感謝
神南區區會提供經費，已協
助初步修復，移除危險的因
素，以避免下次受創。唯等
候神差遣最適合的傳道人，
願意埋在石龜溪，重啟福音
工作，請大家迫切為此代
禱。執委會也大致同意，接
受鄉下社區發展協會之合作
計劃，由他們提供經費協助
維護環境，在不影響我們
在獅頭山的秘境，享用愛宴

述網址，請參照。)
請各位家人先行看過，

後顧之憂，每一個牧

運作

家都有最相愛的關

並提供寶貴意見給聯會，或

係，成為見證與

投書至聯會主席信箱，我們

榜樣。

將彙整您寶貴意見，一同修

10月23

訂合神心意，也成為未來貴

日婦女部召開

格會長久祝福的例綱。

同工會，席間

青年部冬令營將於2017

教會正常

同工們為著九

年1月19日至21日於金山活動

月份的師母退修

中心舉行，主題為「合興激

會彼此之間心靈更加

群」，請同心代禱，並鼓勵

密契，在主愛中建立深厚

教會青年踴躍參與。特別請

的情誼。也為著得罪神、得

為教會傳道人的子女禱告，

罪人的地方提出檢討，祈求

求主使他們滿有上帝的憐憫

主的赦免，倚靠主的大能重

我們有一些堂會，處在

與祝福，使本會傳道人皆無

新出發。會中討論明年的婦

極大的需要中，求主興起有

風災造成石龜溪教會受損照片

進行鋸樹整地、環境整理作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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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峨眉湖畔開會，多了一份愉悅！

下，借他們場
地，一同推動福音預工。

整修後的石龜溪教會

代 禱 與 感 恩
能力的堂會，能按著感動規

但仍需背負一些風險。然而，

劃一筆「支援友會基金」，不

請先為此禱告，並按著我們愛

論是50萬、100萬、200萬都可

心的程度而行。

以，提供需要中的友會，無息

求主賜福我們，更敬畏

使用，訂定雙方誠信之約定，

祂，在敬畏中更合一，在合一

中更經歷復興。

聖誕喜樂，榮神益人！
您的家人

建宇 敬上

彼 此 代 禱
2017年事工討論會禱告。

北 一 區

會友動態:
出生：張雨晴、階與行。

大直教會
內湖慈光堂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為黃台律牧師、李惠師母在
本堂舉行兩季的「內在生活建
造」課程順利完成感恩。
2.為9月份的慈惠事工：台東風
災捐獻、宜蘭監獄關懷、非洲
蘇丹孤兒院奉獻等感恩。
3.為參與失智症關懷在松山文創
園區的活動感恩，也為後續對
失智症患者的關懷禱告。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為慈光堂2017年度目標和異
象「健康家庭、豐盛教會」禱
告。
2.為新一屆的執事和兒主校長、
副校長禱告，求主興起大有信
心、聖靈充滿的肢體。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感謝神！年議會採用創新方

安息：李惠南姐妹、徐國全弟
兄。

三一堂

滿有神同在，全體從新得力，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享受最好的年議會。
2.感謝神！五股工廠帶領人心持
續歸主，工廠內各造就小組及
查經班，成為眾人祝福，許多
人參加主日聚會。
3.感謝神！受洗見證感人，在眾
人面前見證神的榮耀，許多親
友大得激勵！
4.感謝神！教會暑期同工靈修
會，同工相愛合一，從新得
力，有美好的交通。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雷牧師帶領聯會，滿有主同
在，求主使台灣貴格會更敬
2.求主保守聖誕節各項聚會及

4.為12/18、24、25聖誕節慶祝

大有果效，帶領許多人信主。

聚會能邀請社區鄰居、慕道友

3.求主保守教會各團契小組，連

5 . 為 11 / 2 6 （ 六 ） 舉 行 慈 光 堂

受洗：盧宏鎰弟兄、翁碧雲姐
妹、LeiZel姐妹、楊蕙倫
姐妹、范庭瑋姐妹、雷
以謙姐妹。

式，全貴格會同心參與，聚會

3.為10/28-12/9每週五晚上「啟
發營福音餐會」能邀請未信主
的親友踴躍參加禱告。

參加禱告。

會友動態:

畏、合一、興旺。
11/20國際鋼琴家佈道會，邀請

1.感謝 神！ 暑期聖工蒙 神祝
福，人心歡暢，肢體連結更
深。
2.感謝 神！ 項府婚禮感恩禮拜
蒙 神祝福，多人受感動，願
意認識耶穌。
3.感謝 神！ 詹府追思禮拜，神
大大使用歌唱利未人， 為 主
做美好見證。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為感恩節禱告會，有 主同
在，蒙 主悅納。
2.為聖誕節佈道特會， 同工都
被聖靈充滿，大有智慧能力，
配搭合一，彼此相愛。邀請對
象都沒有攔阻，福音大能感動
人心，悔改歸向 主。

會友動態:

結基督身體，大大興旺，遵行

結婚：項燦宗、王一玲。

主道，彼此切實相愛。

安息：詹肇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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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非比教會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北 二 區

1.感謝主，神的奇妙恩典是久

綉英、李鴻儒、李鴻怡、李鴻

陪讀老師、牧養人才、行政領

宜蘭合一堂

雯、李鴻真、王姵樺、李梓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愷7人受洗，9月25日楊守華受

1.感謝神，10/14成立 Super親子

洗，10月5日林洪寶川受洗。
2.9月3日蔡凱喻醫師、王怡惠姊
妹結婚、9月24日林偉駿、李
翊維結婚。
3.8月21日李陳碧珍阿嬤安息主
懷，享壽93歲。

庭、禁食禱告。
2.基礎建設：建造傳福音人才，

久蘊釀忽然行作，8月30日李
鴻真受洗，9月3日李金雄、周

1.深化禱告：聚集、個人、家

園媽媽成長班，近40位媽媽及
孩童每周出席踴躍。
2.神學生至復興國中分別主領學
生及教師禱告會，少年團契於
9月成立，許多國中生得聞福
音。

袖，師資傳承。
3.更新宣教：研擬創新宣教方
式-教師群聚、影片高峰會、
EQ課程、幸福GOGO。
4.靈性建造：週五研經班、親
近神營會、歡慶更新、家庭建
造。
5.牧養更新：弟兄會，小組長訓
練，建造聖徒八大議題，第二
代牧養，親師會。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12月10日起為期一年，將舉

1.求主使用教會及外展聖誕節籌

受洗：李品翰弟兄、徐小黛姊

備工作，使人得知耶穌降生的

妹、賴阿滿姊妹、郭邵

好消息。

弟兄。

辦「提摩太造就團」、「巴拿
巴關懷團」、「安德烈佈道
團」、「亞伯拉罕禱告團」等
一系列造就課程，求神興起工
人興旺福音。
2.配搭台北市中山區聯禱會
「2016 Super聖誕歡慶晚會」
事工，籲請會友踴躍回應徵
召，報名大詩班、招待、保
安、闖關指揮的事工訓練。
3.籲請為癌症病人林洪寶川、李
鴻真代禱，求神裂天而降醫治
釋放。

會友動態:
受洗：李金雄、周綉英、李鴻
儒、李鴻怡、李鴻雯、李
鴻真、王姵樺、李梓愷、
楊守華、林洪寶川。
結婚：蔡凱喻、王怡惠，林偉
駿、李翊維。
安息：李陳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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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動態:

2.求主粉碎宜蘭地區黑暗的勢
力，除去暴力、毒品、情慾等
污穢。

北 三 區

合一堂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感謝神，宜蘭合一堂、石牌佈

新埔教會

道所，於九月榮耀中建立，開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拓團隊同心合一興旺福音！

1.為9/3-4教會假新竹關西統一

2.感謝神，八-九月舉辦多場佈

渡假村舉辦全教會家庭營感謝

道會，眾人在詩歌見證中遇見

神，弟兄姊妹同心聚集敬拜上

主，生命得著更新！

帝，彼此相愛，有美好的生

3.感謝神，各大專新生工作蒙主

活，一起學習上帝的道。

賜福，聚會、餐會、探訪、闖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關活動，皆有得勝的果效！

1.為教會各牧區開始預備聖誕節

4.感謝神，新一季社區幸福

慶祝會禱告，求主感動弟兄姊

GOGO課程開跑，每週約接觸

妹能把握這機會，竭力邀請未

300位社區民眾，展開得勝宣

信主的親友來教會參加聖誕節

教腳蹤！

慶祝會，能決志相信耶穌作他

代 禱 與 感 恩
的救主。

會友動態:
受洗：雷晴安、郭家豪、陳俊
良、陳建銘、黃名玉、

2.感謝主，九月份教會舉行受洗

慕道友參加，得聽主福音，願

主日，趙士勛弟兄受洗，求主堅

主耶穌保守一切出入平安。

定他的信心更深的認識主耶穌。

2.聖誕禮拜及慶祝在12月25日主

3.感謝主，8/17開始週三禱告會

日早上舉行，願主耶穌賜福，

結束後，弟兄姊妹同心在建

朱斌、張呅達、王秀

有更多新朋友參加，一同慶祝

堂地點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00

滿、張雅婷、張添貴等

主耶穌生日。

號，繞著社區宣告建堂禱告，

10位弟兄姊妹受洗堅信

主耶穌要垂聽我們呼求，帶領

新莊合一堂

歸入主名。

我們教會在此建堂，宣告主耶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穌要帶領我們進入迦南美地。

1.感謝神！教會舉行靈修會及退
修會，牧長以真理勉勵，堅固
每位同工，並同領異象，共奔
福音使命！

安息：李佩珊姊妹。

海山教會

代禱事項：(105年11- 12月)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為教會的建堂事工禱告，宣

1.感謝主暑期的事工一切順利，
經歷主恩。
2.感謝主使海山教會走過22年的
歲月，求主繼續帶領海山前面

告目前看到土城區中央路一段
100號地下一樓的地點是

神

要量給我們的，求主柔軟屋主
林小姐的心願意用我們預算

2.感謝神！教會明年行政計畫擬
定，一切行政、財務工作透明
化，神恩常在！

二千萬，帶領弟兄姊妹有同樣

3.感謝神！教會開拓第三堂敬
拜，內部空間重新規畫調整，
同工群策群力，滿有恩典！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的心志，同心合一禱告主的復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為開始預備聖誕節的事工守

興臨到，讓我們教會能為主贏

的道路，看見神使海山成為榮
耀的教會。

望，求主保守所有的服事盡都
順利。
2.為聖誕劇的演員守望，求主使
他們在練習時滿有神的恩典，
身心靈都蒙健壯，團隊有良好
配搭。

會友動態:

一千五百萬元賣給教會，也求
主為我們預備建堂的總預算

得更多的靈魂。

會友動態:
受洗：趙士勛。

正安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9月25日主日慶祝教會設立41

受洗：劉份8/14。

週年，活動有詩班獻詩、相片

結婚：陳建誠.黎葦伶10/15。

回顧、愛宴，會中充滿喜樂與

出生：蘇沛恩8/19。

愛，感謝主。

土城教會

2.教會禱告會在每週週一、週
三、週五早上9：00~10：00舉

感恩事項：(105年8月-105年9月)

行，都有人為國家、社會、教

1.感謝主，今年九月份是教會20

會守望，感謝主。

週年，求主繼續帶領及保守，
贏得更多的靈魂，求主復興教
會，使弟兄姊妹委身教會，人
數要不斷倍增。

1.求主使牧長在培靈研經班中，
大有能力傳講真道，弟兄姊妹
與主更深連結，靈命進深！
2.求主幫助各團契突破瓶頸，大
大增長，相愛合一，建造愛的
家，愛的小組，愛的戰團！
3.求主賜福教會主日敬拜突破
百人，個個精兵戰將，個個加
入主日學，加入讚美、事奉行
列，神得榮耀。

會友動態:
受洗：丁仕杰。

中壢合一堂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全教會野外禮拜將在11月份舉

1.感謝 神，暑宣有美好的收
網，神將得救的靈魂帶進教
會！

行，地點在苗栗，希望有更多

2.感謝 神，新學期學生事工，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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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3.為各小組舉辦的一日遊(福音

神將六位大一新生帶領到教

活動)順利完成，感謝神。

會，進行六課陪讀！
3.感謝 神，教會舉辦精兵營，
有八位弟兄姐妹一起投入，參

北 四 區

1.請為各小組於11月份開始啟動

與操練生命興起為主發光！

的福音佈道工作禱告，為所邀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楊梅讚美的教會

1.求神賜福10/23福音詩歌見證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會，一切的新學期收網工作，
神帶領，神復興！
2.求神賜福台貿新村的開拓，神
預備戰將同工，神預備人心！

1.感謝主，教會財務蒙恩，長期
經常費呈赤字之狀況，因弟兄
姊妹熱心愛主樂意奉獻，得到
改善，亦感謝神的賜福。

3.求神賜福聖誕宣教，每次宣教

2.為教會穩定成長，趨向復興之

扎扎實實為主贏得靈魂，榮耀

路，弟兄姊妹愛主的心更加火

主名！

熱來感恩。

林口教會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感恩事項（8-9月)：

1.為陳有財弟兄氣喘住院得醫

1.感謝主使更多弟兄姊妹在聖靈
降臨節期對主的話語有更多的
渴慕與感動。
2.感謝主在林口國中、南勢國小
開路，使我們這學期能進到5
個班級上生命教育。
3.教堂露台因公共管線因素有積
水的問題；雖還未完全解決，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治，鄭妙子蜂窩性組織炎得醫

請的慕道友感恩。
2.為十一月份舉辦的福音佈道主
日聚會禱告，請為講員以及弟
兄姊妹邀約代禱。
3.為2017年所有訓練及事工推動
計畫能夠落實禱告。

中 區
中心教會

治，朱俐名高血壓，腎炎得醫

感恩事項(105年8～10月)

治禱告。

1.社青葉柔恩姊妹8/22榮獲聯會

2.為教會聖誕節中預備洗禮的慕
道友，心志堅定愛主禱告。
3.為此次聖誕節與社區聯合舉
行，求主得著人心禱告。

內在基督之光徵稿第一名，全
教會一同分享她的喜樂。
2.學青牧區12位肢體8/25~27
參加新店行道會BTS青年特

4.為教會明年一月初，有五位新

會，滿有收穫激勵。學青張

任的核心同工上任，為能謙卑

但感謝主保守在幾次風災、豪

沛蓁姊妹8/27完成新店行道會

順服、同心與牧者配搭，服事

大雨中都平安度過。

IMPACT聖經學院課程，學青

神的教會來禱告。

牧區一同分享她的喜樂。

代禱事項（11-12月）:

會友動態:

1.求主賜福聖誕詩班的練習，加

受洗：李威葳、林如君、夏永欣

添力量與恩賜，並悅納詩班所
獻上的。
2.願弟兄姊妹能積極的傳福音給
家人與親友。
3.懇求主賜下信心給考慮受洗
者，願意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會友動態：
結婚：潘為竣、詹宛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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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青牧區17位肢體9/17前往谷關
泡溫泉，9/24首次短宣前往彰化
縣西靈糧堂，支援建立當地課

更新教會

輔班青少年小組，提升服事視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野,強化異像使命,好得無比！

1.為台東短宣一切順利感謝神！

4.牧者9/6~16特休假,前往希臘

短宣成員也都有美好的學習及

旅遊，對使徒保羅當年三次旅

經歷感謝神。

行佈道行踪，有更真實的體

2.為三天的靈命成長營順利完成

驗，並且重新得力。9/26~28

榮耀歸給神，弟兄姊妹也有很

代表教會參與台中策盟年度計

多的得著感謝神！

劃會，響應2020聯合差派250

代 禱 與 感 恩
位宣教士行動，憑信心再認領

請為門面更新,吸引社區民民

1位新疆宣教士。

眾代禱！

代禱。

5.因應法務部草擬同性伴侶法，

2.台中朝陽科大傳播藝術系

教會界勤前對策研討會9/30下

10~12月，由黃順幸助理教授

午在中心教會舉行，與會19位

帶領10位學生，前來做服務學

牧者、教授、志工，熱烈討論

習，協助製作教會22周年慶影

後,研擬公民社會說帖，期盼

音簡介，請為他們能認識教

圳頭里教會

在教會公民社會，形成最大公

會，也認識信仰代禱。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約數主張。

3.11/13主日台中策盟主辦下午

6.法務部委託清大科法所,承辦

晚上兩場聖誕魔術佈道大會，

同性伴侶法公民審議會，首場

教會分配50張入場券，請為肢

10/2下午在台中台灣社區重建

體總動員邀請代禱！

協會舉行，牧師幸運抽中入
選，代表教會界發聲。
7.10/10成人牧區前往苗栗三義
卓蘭旅遊，社青牧區相約唱歡

4.11/20福音主日接待以斯帖詩歌

1.為教會慶祝50週年數算神的豐
盛恩典感恩。
2.為教會9月舉行中秋有愛送暖
關懷活動，與社區里長課輔班
家庭有美好連結感恩。

團隊溫碧娥姊妹，期盼得人如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得魚，請為肢體總動員邀請代

1.為教會聖誕節的籌備代禱。
12/12課輔班-嘉愛啟智中心報
佳音，12/17青年聖誕晚會，
12/24教會聖誕晚會，12/25聖
誕主日。

禱！

樂KTV，都有融洽美好氣氛。

5.11/25 成人牧區聯合感恩節相

8.重溫國度321理念，9/29在阿

聚，請為感恩餐、見證預備，

爸愛教會，聆聽鄭家寶牧師典

南 區

能得人得魚代禱！

藏濃縮分享，10/12接待陳金

6.聖誕節慶12/24學青場、12/25

泰牧師,前來個別教牧諮商話

成人場，請為會前預備及肢體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家常，10/15參與在全備教會

總動員邀請代禱。

1.9/29、9/30、10/1與約沙法貴
格會聯合舉辦禁食特會，感謝
主的同在。

的研習，10/17~19參與在苗栗

7.12/28~30高點城市轉化聯盟和

西湖渡假村的復興特會，充電

高雄教會建造網絡,聯合主辦

加油滿有收穫。

首次台灣微型教會激勵特會，

9.10/23新疆宣教主日,接待少數

地點選在中心教會，請為微型

竹崎教會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埔里教會

1.為12/24（週六）晚上舉辦聖
誕晚會的籌備、邀請、演出的
果效代禱。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會友動態:

宣教士黃牧師夫婦，在本教會

1.感謝 神帶領我們於七月底至

受洗：許順超、邱玲君。

開設維吾爾族語言學習班，有

八月初連續兩週，完成第二次

安息：龔張翠桃、林宗義。

10多位穩定參與，激發對新疆

「從懷疑到相信」福音訓練

維吾爾族的風土民情興趣和宣

約沙法敬拜中心

課程，也順利成立福音工人團

教負擔。

隊，團隊運作順利，有十幾個

民族協會張華容牧師,並孫慈
欣理事長,前來見證南疆走禱
宣教,擴展對新疆宣教負擔。
10.韓國大邱長老教會烏魯木齊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教會門面招牌在梅姬颱風肆掠
下吹落損毀,須重新設計製作,

牧者預備心來參與代禱！

人接受一對一陪讀造就。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為年終聖誕感恩聚會的籌備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中秋節烤肉歡聚，弟兄姊妹彼
此團契與建立關係，感謝神！
2.9月底與竹崎貴格會合辦禁食
禱告會，挑旺禱告的信心，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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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聖靈的啟示與提醒，感謝神！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2.感謝 神，興起新同工，同心
建造教會。

1.新的啟發小組將於牛屋餐廳
舉辦，招生中，求神吸引新朋
友踴躍參加。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2.聖誕主日洗禮與音樂福音聚會
籌畫中，求神帶領。

2.聖誕宣教跟隨聖靈的引導，有
創意，有果效，為主得人。

3.兩個家教會在重組成形中，近
日將使用"苗圃八福"教材做建
造，求神賜福。

1.同工建造更扎實，與主連結，
生命更新。

會友動態:
出生： 岳祈恩。

新營合一堂

雅歌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感恩事項：(105年8-9月)

1.感謝 神，弟兄姐妹們同心宣
教，福音熱火熊熊。

1.感謝上帝開啟了在民族國中得
勝者課程的服事，並有九位弟
兄姊妹參與。

代禱事項：(105年11-12月)
1.為1/19開始在民族國中的得勝
者事工禱告,求 神使用我們來
祝福民族國中的師生並得著他
們。
2.為11/26的感恩見證聚會及聚
餐禱告，願 神在當中得榮
耀，並帶領新朋友一同來經歷
神的恩典。
3.為12/24平安夜聖誕詩歌音樂
佈道滿有上帝的同在，藉詩
歌、音樂、信息帶出平安溫馨
喜樂，使來的每一個人深深被
主吸引，都遇見 神。
4.為明年度的事工規劃禱告。

聯會報告:
1.北區財務會議訂於11月13日(日)15:00-18:00假國光教會舉行。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4樓，電話：02-2969-4665。
2.中南區財務會議訂於11月12日(六)14:00-17:00假活水教會舉行。
地址：嘉義市康樂街254號，電話：05-227-1270。
3.請各堂會之主責牧者、會計及出納務必出席參加。
詳情請洽0911220037。
4.歡迎上網下載聯會例綱，請勿修改及外流。
以手機掃瞄右側

QR code，或輸入www.twfc.org.tw。

聯會劃撥帳號：01507553 戶名：台灣貴格會聯會
謝謝您為聯會代禱、奉獻。

聯會主席信箱
Email版—pastorlei.tfc@gmail.com
語音版—(02)25320737分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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