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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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貴格會各位牧者及所有家人們：

轉戰竹子湖至高點，一景色

來，成為一些開拓中友會的

平安！

優美之咖啡屋，享受芬芳茶

母會，讓他們也能成為有母

新年蒙福！主恩滿溢！

香及主愛溫暖，全體與會者

會支持的開拓中教會。無論

再次敬祝各位春節，闔家團

無不贊同激賞這樣的方式，

我們所支持開拓的教會，是

圓，充滿主的慈愛與憐憫，

不分男女老少，大有得著，

不是能用母會的名稱，相信

人心大大歸向真神。聯會也

且建立了彼此日後美好的連

默默為神擺上的，神必記念

將在春節前夕特別向退休牧

結。

賜福。

者致意。
2016年11月28日，拓傳

期待貴格會更多有規模

2017年2月6-8日，為

的堂會，能夠獨立或聯合起

令人期待的牧家退修會，

部召聚，幾間開
拓中教會的傳道
人，一同前往陽
明山餐，會中
也邀請本會資深
牧者分享開拓甘
苦談，並解答開
拓中牧者之疑
惑，大家互相扶
持，彼此激勵，
欲罷不能。接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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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的 話

講員為華人教會家庭婚姻輔

訂，請大家能先參考 e-mail

擇期召開提名委員會議，

導專家張宰金牧師，現任

給各教會的修訂草案，並透

提名下屆主席副主席的候選

中台神學院副院長，題目為

過聯會主席信箱提供寶貴的

名單、及執行委員的推薦名

「與孩子一同飛翔」。期待

建議，聯會將珍惜您的寶貴

單，懇請大家同心禱告，求

祝福我們的牧家，建立更美

意見，作全盤考量。

主揀選合祂心意的人起來服

好的親子關係，成為弟兄姐

松德會館若無法請到

妹的榜樣，成為教會的祝

適合的管理人才，求主光照

願新的一年，我們更

福。聯會仍秉持一貫的原

引導，該如何忠心管理好這

加在主的裡面，追求敬畏、

則，追求以最少的經費達到

份財產。台灣信義會在台中

合一、興旺，記念造我們的

最大的果效，故場地仍在最

的一塊地，每一年收到大潤

主，好叫我們的生命活在祂

後確認中，確認後將立刻通

發的奉獻大約一千萬元，使

的意義和喜樂之中。不效法

知大家。請同心為此代禱，

他們宗派在宣教開拓的事

世上大牧師的形象，單單效

並踴躍邀請本會牧家一同參

上，不虞匱乏，請大家為此

法主的形象，祂本有神的形

與，相信神必賜福這樣的聚

代禱，也可透過聯會主席信

象，卻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

會，使聯會、教會、牧家在

箱表達寶貴建議。石龜溪教

強奪的，反倒取了奴僕的形

祂的旨意中更加合一。

會也需要神差派最好的傳道

像。願主幫助我們，在質與

人，請禱告並推薦。

量上同得興旺。

例綱第二階段，將以
本會人才及財產兩方面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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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宇將於年議會前，

事貴格會。

您的家人

建宇 敬上

代 禱 與 感 恩

北一區

會議，牧者及財務同工幾乎

各組有美好的團契時光！

全數參加，有美好的討論及

2. 聖誕宣教緊鑼密鼓展開，同

連結，相愛合一。
2. 感謝 神！11/20國際鋼琴家
佈道會，邀請大有果效，帶

內湖慈光堂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為新一屆的執事李亞頻、彭
冬梅、陳沛雯、吳進雄、李
逸群、黃季仲等六位，以及

領許多人信主。
3. 感謝 神！10/22教會大郊
遊，主賜最適宜天氣，不受
颱風影響，合一相愛，全體
出入平安。

新任兒主徐雅慧校長、階宗

代禱事項（106年1-2月）

憲副校長順利產生感恩，求

1. 牧 師 帶 領 聯 會 ， 滿 有 主 同

主使用帶領。
2. 為10/28-12/9每週五晚上、
12/7-12/23每週三、五上午
「啟發營福音餐會」能順
利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感恩，也為後續信主受洗禱

工熱情積極彩排聖誕劇，聖
誕文宣出版，成為福音利
器！
3. 每主日講台信息滿有恩膏權
柄，聖靈充滿會場，主耶穌
引導悔改的兒女回家！
4. 弟 兄 姊 妹 同 心 禱 告 ， 在 晨
禱、晚禱、耶利哥禱告中就
位，並積極投入社區外展宣
教、福音隊，領人歸主！

在，求主使台灣貴格會更敬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畏、合一、興旺。

1. 聖誕宣教結出的果子長存，

2. 求主保守教會在新的一年，
人人更加追求謹守遵行主

聖誕宣教戰將身心靈強健，
未信主家人能信靠耶穌！
2. 校園福音開拓，社區福音外

道。
3. 求主保守聖誕節所有回到教

展，每週福音隊、得勝者說

會新朋友，穩定聚會，接受

故事、學校社團，為主得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提摩太一對一訓練」，生

人！

1. 為慈光堂2017年度目標和異

命持續成長，關懷跟進大有

告。

象「健康家庭、豐盛教會」
禱告。
2. 為慈光堂能聘請青少年牧區
的傳道禱告，求主親自呼

能力。

敬拜讚美、感恩、委身、跟

會友動態：

隨的子民，主日得享安息！

受洗：江一帆弟兄
安息：陳雄祥弟兄

召。（歡迎貴格會友會推

北二區

受洗：陳語潔、田紫菡、
林玉玲、林志燁

大直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感謝 神！為聯會全省財務

4. 弟兄姊妹飢渴幕義，把握真
理裝備機會，參加寒假主日
學、門徒訓練、聖經營！
5. 春節年假，求主保守弟兄姊

薦）

會友動態：

3. 主日迎接大復興，聖堂充滿

妹，不進入祭祖試探，孝順
父母，操練敬虔！

會友動態：
台北合一堂
受洗：劉美巖姐妹、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廖圓姐妹、

1. 年節假期，弟兄姊妹出入平

陳惠文姐妹、

安，把握機會親近主，各契

貝薈涵姊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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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代禱事項：(106年1- 2月)

北三區

1. 為教會的建堂事工禱告，宣
告目前看到土城區中央路一
段100號地下一樓的地點是

新埔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為10/9-10在宜蘭礁溪大衛之
星舉行全教會同工退修會感
謝神，邀請陳金泰牧師分享
321教會建造理念，同工都
有收穫，靈命得著建造，有
美好的團契。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為教會明年106年主題：在
愛中建立屬神的體系禱告，

神要量給我們的。求主柔
軟屋主林小姐的心，願意用
我們預算一千五百萬元賣給
教會。也求主為我們預備建
堂的總預算二千萬，帶領弟

2. 感謝神賜福各場聖誕福音聚
會、詩歌福音主日、及報佳
音行動，全教會宣教總動
員，有許多民眾進入教會，
聽聞福音，得蒙拯救！
3. 感謝神！全教會至三芝親近
神，天氣溫良，會友與神建
立美好關係，得著更新釋
放，滿心感恩。

兄姊妹有同樣的心志，同心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合一禱告主的復興臨到，讓

1. 2017年靈修會，求神賜下異

我們教會能為主贏得更多的
靈魂。

會友動態:
結婚：張珮宸&杜炳賢

象與勸勉，全教會更深愛神
愛人，往神命令的道上直
奔。
2. 求主賜福聖誕宣教行動所接
觸的新朋友，教會有得勝的

讓教會弟兄姊妹能效法耶穌

迴龍教會

基督謙卑的生命，彼此相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愛，彼此服事，讓耶穌確實

1. 為能夠幫助更多學生感謝神。

3. 求主賜福教會主日敬拜突破

的掌權作王在教會當中，並

2. 為十一月學生老師外出分享

百人，個個精兵戰將，個個

且得到一切的榮耀。

會友動態：
出生：陳迦樂

感謝神。
3. 為本學期新進中心的學生漸
趨穩定感恩。

跟進關懷，新朋友進入教
會，認識真神！

加入主日學，加入讚美、事
奉行列，神得榮耀。

會友動態:

安息：左董冬梅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出生：楊以欣

土城教會

1. 為一月開始推動新的事工計

受洗：賴玉萍、江依蓉

感恩事項(105年10月-11月)
1. 感謝主，11/11-12教會舉行
同工退休會，感謝執事同工
們今年辛苦的擺上，願神祝
福紀念每位執事同工辛勞。

畫代禱。
2. 為新的一年開始中心所需的
人力、資源代禱。

新莊合一堂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2. 感謝主，11/5教會舉行張珮

1. 本季成人主日學結束，老師

宸及杜炳賢的結婚感恩禮

認真教學，學生專心學習，

拜。

同在真道裝備成將才。

4

• •

結婚：何建宏、潘麗韵

中壢合一堂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感謝 神，賜福台貿社區外
展事工開拓，成為許多家庭
孩子的祝福！
2. 感謝 神，賜福校園、社區
聖誕宣教，傳報佳音，佳美

代 禱 與 感 恩
腳踪蒙主記念！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求神持續引領新年度生命建
造工程，為神國建造天國將

3. 教會小家事工的推動，為小

加，魔術舞台劇刻劃救恩扣

家長的訓練裝備以及小家的

人心弦，佈道果效非常好。

牧養關懷祝福禱告。
4. 杜師母的父母在半年內相繼
離世，為她的心靈得主的安

才！
2. 求 神 復 興 各 年 齡 層 福 音 事
工，生命被點燃，果子、果

慰，走出悲傷禱告。
5. 為教會身體 長期處於病痛的

效長存！

會友，求主在新的一年，使

會友動態：

他們更新，身體健壯、靈魂

受洗：陳漢玲

興盛禱告。

4. 以斯帖詩歌敬拜團溫碧娥姊
妹，11/20前來福音詩歌見
證分享激勵會眾，為感恩節
慶揭開序幕；成人牧區11/25
感恩節聯合餐敘感恩，有60
多位參加，並有許多募道
朋友，會中肢體見證彼此激
勵。
5. 朝陽科大藝術傳播系學生團
隊一行十人，11/25、27前來
教會拍攝22年專輯，也採訪

北四區

教會同工及開拓牧者故事，

中區

並簡介教會異象使命，拍攝
全體大合照。

讚美的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今年年中起至今，教會奉獻
財務已趨平衡，正穩健運作
教會事工。感謝大直教會長
時間持續支持教會迄今停
止。
2. 2016年教會各項聖工蒙主厚
恩，順利平安。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為剛受洗的會友靈命信仰堅
定祝福禱告。
2. 為2017年新任的五位核心同
工，及一位教會財務同工就

中心教會

6. 12/25聖誕主日，演出神奇活
水，有水噹噹舞團、青年舞

感恩事項（105年10～12月）

團、兒童主日學表演，合計

1. 10/10康樂組舉行雲洞山莊

150位參與，當天下午並有3

一日遊，成人牧區有多個家

位慕道友受洗，為此感恩！

庭參加，天氣適宜、氣氛美

7. 11/29台灣微型教會（Micro

好，達到肢體相交的連結果

church）牧者激勵特會籌備

效。

會，10位牧者美好的交通，

2. 學青牧區感恩節密室逃脫遊

12/28～30在中心教會的特會

戲活動，提前至11/12晚上舉

有60多位牧者參與，有清楚

行，有40多位參加，聖誕節

的交通分享，願主的旨意成

失速列車12/24平安夜活動，

就在微型教會。

有80多位參加，多位決志，

8. 11月國會司法制委員會審查

都有美好果效，期待12/31跨

同婚法案，激起各界響應

年外展跟進活動，能連結帶

「婚姻家庭、全民決定」公

動這些慕道友參加。

民陳情行動，教會全程參

任祝福，願主充滿他們的

3. 神奇聖誕魔術佈道台中場，

與，見證公民的白色力量，

心，使他們事奉主的心志火

11/13下午在東海大學中正堂

讓司法制委員會讓步，補開

熱。

舉行，牧者帶領多位朋友參

兩場公聽會，牧者獲選代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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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參與，為教會公民發聲，並

備！

偕同拜訪立委，尋求支持反

4. 教會自2017/3開始，啟動教

修民法972，期待國會停止

會夢想發展委員會的新機

審查，交付全民公投。

制，財委會轉型為財務稽核

9. 12月台中各界響應全民站出

組，只負責帳冊稽核，請為

來，反修民法972行動，教

新的機制上路，滿有神來的

會全程參與，並抗議台中市

創意和恩膏代禱，也求神興

府升起六色同志旗；此項行

起適合的夢想委員團隊，一

動獲得議員響應，輪番在議

起來為神國發展作夢！

埔里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感謝主帶領教會福音工人團
隊，在一對一的造就與傳福
音上，有美好的果效，願主
繼續施恩帶領。
2. 感謝主，教會10-12月有三
位新生兒，林以諾、葉榮
恩、巫小樑，願主眷顧、保

會向市長及相關局處首長發

5. 1/2康樂組舉行彰化天空之城

聲，質詢保持行政中立，並

家庭一日遊，求主預備適合

監督教育課綱多元性別的不

的天氣並美好氣氛，達到肢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當教材內容。

體相交的連結果效！

1. 為教會年度目標落實代禱：

代禱事項（106年1～2月）

6. 1 / 8 主 日 下 午 首 次 3 2 1 讀 書

1. 國度321理念持續在教會落

會，牧師將做2017年度展

實，學青牧區同工開始勤讀

望，求主恩膏牧者，帶出美

321理念書本，成人牧區也

好的異象，激勵教會向前邁

計畫跟進，預計2017年開始

進！

守、帶領、賜福。

「生命根基、健康家庭、得
地為業」
2. 2017年2月17-19日，邀請謝
榮昌牧師到本會帶領馬可福
音查經，請為參與的弟兄姊

讀書會，全面活化321在生

7. 台中教會界關注的第一花園

活層面，求主恩膏同工讀書

公墓事件，監察院已於11/4

會，帶出美好的激勵作用！

對台中市府做出糾正案，明

2. 財 委 會 敲 定 2 0 1 7 年 度 預 算

列四大行政違失，家屬亦於

350萬，求主祝福2016年度

11/11在台中市議會陳情，請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決算豐盛有餘，並在2017年

為牧師禱告，有智慧協助教

有更大的財務豐收！教會財

1. 感謝 神，教會順利搬遷至

會界家屬，在緊接聲請再審

務出納會計同工，最近參與

訴訟和大法官釋憲中得以致

聯會中南部財務會議，有美

勝！

好的學習，求主保守教會財
務運作，更符合財團法人會
計法制。
3. 新疆烏魯木齊宣教士韓國黃
載德牧師師母，已在教會完

受洗：林廷宇、林稟翰、
林靜觀（12/25）、
董麗慧（1/1）

成維吾爾族語言學習班課

出生：黃玟馨（10/30）

程，未來將尋求在台中協助

安息：林張燕（11/2）、

微型教會開拓，求主開路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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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動態：

• •

李郭芙蓉（12/18）

妹有美好的學習與領受代
禱。

台中合一堂

台中大里區，十月份開始在
新據點聚會，展開全新宣
教！
2. 感謝 神，教會搬遷期間，弟
兄姊妹同心合意，盡心竭力
擺上，一同打造上帝的家！
3. 感謝 神，聖誕宣教弟兄姊妹
齊心預備，全教會總動員報
佳音，邀請親友前來赴會！

代 禱 與 感 恩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工人做除銹油漆的工程，感

用。所需人力物力求主豐富

1. 呼求 神，賜福新年度各族

謝主，已順利完工。

賜下。

群宣教工作，為主得回靈
魂，建造天國頂級門徒！
2. 呼求 神，使用後續跟進關

2. 教會決議明年1月初購買新

2. 2016年3月將與美國山景城

福音車，購車奉獻目標為60

教會短宣隊合開一成人美語

萬，感謝主已順利達成。

營，三天兩夜。也置入福音

懷工作，聖誕宣教所接觸的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新朋友持續加入教會！

1. 為聖誕晚會（12/24）福音的

3. 呼求 神，興起同工在各樣
行政、牧養、關懷上就位，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月開始宣傳。求主帶領籌備
果效代禱。
2. 為禁食特會12/29~12/31神大
能彰顯代禱。

會友動態：
受洗：江源振、林朝勝、

南區

劉菀真（12/4）
結婚：許永和、馬敏瑋
（10/26）

圳頭里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為教會南元農場野外禮拜有
多位慕道友家人一同參加感
恩。
2. 為 弟 兄 團 契 於 11 月 成 立 感
恩，求主建造弟兄團隊成為
家庭及教會福音上的祝福。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為明年團契年的目標能落實
在家庭及小組團契中。

元素。目前策畫中，預計元

約沙法敬拜中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過程，並感動新朋友踴躍報
名。

會友動態：
受洗：陳麗女

新營合一堂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1. 兩位同工蒙 神引領，回鄉
或到外地工作，教會在感恩
中，祝福同工迎接新生活。
2. 六位新同工回應 神，接受訓
練，同心建造教會。

1. 為職場小組中一位資深護理
師突破家庭攔阻，勇敢受浸
感恩。
2. 為新任的司庫司帳同工樂意
擺上而感恩。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新據點「約沙法音樂廣場/
關懷中心」已掛上招牌開始
運作。將以各項課程與服務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12/31全教會同工靈修會，同
領異象，全速就位，地界被
神擴張。
2. 求 神引領寒假宣教行動，
精簡人力，有創意，並有屬
靈果效。

雅歌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1月）

會友動態：

接觸未得之民。一樓店面，

安息：林宗義

處鬧區，人潮頗多。第一門

1. 感謝 神，開了進入民族國

課「園藝紓壓」即有40位學

中參與「得勝者」服事的

員報名。盼能漸近帶領學員

門。

認識主。第二門課將是「烏

2. 感 謝

竹崎教會

感恩事項（105年10-12月）
1. 教會停車場的鐵皮屋頂，請

克麗麗體驗班」，均求主使

神帶領新朋友（劉

豐荃、潘寀榛、邱敬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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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與 感 恩
敏娥、培育、行遠、淑

2. 求 神帶領更多渴慕神，尋
求真理的人來到教會，並且

華、）來到教會。

代禱事項（106年01-02月）
1. 為2017年年度主題「主是好
牧人」，求 神使我們更認
識祂、經歷祂，並培育我們

在這裡認識 神，經歷 神。

搭，一起來服事 神，榮耀
神，為主得人。
5. 一 至 六 月 八 位 弟 兄 姊 妹 參

3. 求 神賜福弟兄姊妹都渴慕

加 JMI 網校能在安靜等候

神的話，每日落實讀經生

神，內在生活，領受聖靈方

活，與 神建立穩固甜蜜的

面有美好的學習。

關係。

會友動態：

能成為好牧人，明年每個人

4. 求 神賜福明年新加坡三一

能帶領一個人信主，培育一

基督徒中心短宣隊來服事，

受洗：劉豐荃、潘寀榛

個人。

我們與他們彼此有美好的配

結婚：鄧平擇、黃珮芬

2017年第六屆冬令營報名 開始囉!!!
這次的冬令營要再次呼召貴格會的青年們，一起操練同心合一，一起奔向教會復興。
你敢接受挑戰嗎? 趕快來報名吧!!!

歡迎上網下載聯會例綱或其他聯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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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版—pastorlei.tfc@gmail.com
語音版—（02）25320737分機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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