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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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敬愛的牧長暨眾肢體平安：

在這數位帶來速度的時代，
在這急速變成極端的環境，在這
破表造成破壞的追逐中，我們都
累了！也倦了！因此我們都需要
～ 重新得力。
聖經以賽亞書四十章 31 節，告
訴我們：但那等候 耶和華的，
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
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也
不疲乏。
在這節經文中清楚講明的是 ─

我們等候的是 耶和華。就是
名為〝我是〞的 神。我們不是
等候自己，也不是等候別人，而
單單等候那名為我是的 神，方
能重新得力。接下來我們看到了
一個極重要的字詞，就是〝
但〞，這是我們與世人極大的對
比，在今世的環境中，世人該是
這樣疲憊，就是這樣困倦，而我
們卻在神的裡面得享安歇，重新
得力，表現得與世人截然不同。
我們如何在 主裡等候而重新得
力呢？有三點我們可以一同來思
想。
一、 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 ( 徒
一 14) 。這是 主耶穌升天之後，
祂的母親馬利亞，祂的弟兄，眾
門徒與婦女們，在離耶路撒冷不
遠的樓中，同心合意的恆切禱

三、 在 主愛裡有真實的連結

( 徒九 27-28) 。如果保羅沒有巴
拿巴的信任，接納與引薦，彼
告。在這之後我們看到了五旬節

得所領導的使徒團隊，沒有與

聖靈的澆灌，眾信徒同心聚集被

保羅相交，必將蒙受莫大的損

聖靈充滿，得著能力，這也是
主耶穌升天前所應許的 ( 徒一
8) 。於新約使徒行傳四章 31 節
詳載眾聖徒禱告完了，聚會的地

失，因著連結，保羅可以與使
徒們出入往來，藉著彼此連
結，更有能力，使福音的果效

方震動，他們就都被 聖靈充

大大顯彰。在以斯拉記第三

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這都是

章，在建殿之初，極艱難的時

在等候中，藉著禱告所得著能力

刻裡，他們眾人如同一人，同

的證明。

心聚集 ( 拉三 1) 。因此 神就與

二、 定志考究遵行 神的話 ( 拉
七 10) 。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

通達以色列 上帝所賜摩西的律
法書。他又定志考究遵行

他們同在，賜下大能，成就他
們手中的工。
我深信台灣貴格會眾肢體，只

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

要我們勤讀經、常禱告、真連

訓以色列人。因此我們看見他有

結，我們必能同得 神一樣教

從 神而來的智慧與能力，立下

導，其受聖靈同樣的啟示與感

殿的根基，重新建造 神的殿。

動，同感一靈，如是我們必能

再者我們看到於使徒行傳中，從
彼得的講論，到司提反的見證直
至保羅於雅典的論辯，無一不是
從 神的話語中得智慧、得能

同心合意，重新得力，復興 神
的府第。願 神賜福基督教台灣
貴格會。

力，因為出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
不帶能力的 ( 路一 37) 。

末肢 董宇光牧師謹上

2018 年度主題：從新得力
a. 更加落實各教會讀經及禱告生活。 ( 落實 )
b. 牧者同工之間關係修復，真實連結、彼此相顧。 ( 蛻變 )
c. 以神的話語為基礎，回應時代議題，在真道上站立得住。 ( 成長 )

首先謝謝主席宇光牧師的信任與託付，雖
然二十年前在鄭新教牧師擔任主席時，我已做
過傳道部主任，如今又再度承擔這職責，相信
是神的憐憫與信託，我願意完全順服。
未來三年我盼望能多關心傳道人，盡可能

此外，教會的倍增突破，只是因為我運氣好嗎？

的服事傳道人，這是神給我的托付，也是我樂

昔日我太膽怯，如今我要勇敢的說，與領袖（傳道

意做的。

人）生命有密切關係的，若我生命沒有先改變，教會

此外，我有個夢想，就是盼望因著有神的

是不會成長的。

同在，貴格會每間教會都能成長倍增。三十多

當我承擔這職責後，就向 神禱告，盼望未來三年，

年前，我們剛接華美堂時，主日聚會只有 20 多

貴格會每一間教會都能成長、能倍增。坦白說，我真

人，每月奉獻一萬元左右，十四年之間，主日

的很盼望能與傳道同工們分享，我們在貴格會的體制

聚會多到 140 多人，每月奉獻二十萬左右。二

下，是怎樣突破成長的？

十年前，我們來嘉義時，教會聚會大約 100

若有區會、教會願意給我機會前往分享（最近我已去

人，奉獻 20 多萬，禱告會 3-5 人，現在呢？主

五間教會），可以與我聯絡，原則上，不必為我預備

日聚會近 50O 人，奉獻超過 130 萬，禱告會每

任何車馬費，因為，我

週大約 200 人，為什麼同在貴格會服事，我們

們所信的神，祂是耶和

又在福音比較艱困的地區，神如此的憐憫我們

華以勒的 神。

呢？（雖然沒有成千上萬人，但一直在成長
中）有人說是因為我運氣好，娶個好太太，又
生了一對聽話的好兒女，是這樣嗎？這點我不
敢否認，心中也常為此感謝 神。

嘉義活水教會

周湘雄牧師

感謝主！給了我服事貴格會聯會的機會， 8 月 22 日
年議會結束後，隔晚是慈光堂的禱告會，主感動我要邀
請弟兄姊妹為貴格會聯會的經費一起守望禱告。
我們為每個教會禱告，為我們被設立在臺灣不同的
地方感恩，求主使用每個教會都能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
我們為貴格會眾教會每位弟兄姊妹的每筆奉獻獻上感
恩，求主紀念、求主親自報答，讓每一份奉獻都能用在
主的旨意中。
我們為聯會的各部門事工禱告，求主使用貴格
會能在臺灣各地建立教會，也能走向地極廣傳福
音。
最後，我也請弟兄姊妹為我；也為一起協助總
務部會計作業的彭美娥執事、葉榮溫姊妹、張蔚弟
兄，讓我們謹慎處理每一筆聯會的款項，求主保守
我們的心並賜智慧能順利完成這項任務。
～內湖 慈光堂 陳文禧牧師

土城教會陳世文牧師
2017 年是貴格會年議會
是聯會主席的選舉日，因為
我們執委要跟著前主席雷建
宇牧師一起下任，我們在選舉
中選出董宇光牧師成為聯會主席，心想董牧師一
定有更多優秀的人選，青年不應該找比較年輕的
人選，剛這麼想董牧師就來找我續任青年部的服
事，我相信這是神感動董牧師讓我繼續服事這一
代的年輕人，因此存著感謝 神及感謝董牧師的心
來承接服事貴格會的年輕人。
因此，也請求貴格會的主任牧師及傳道師一起
來共襄盛舉，讓我們各教會的年的年輕人彼此配
搭、彼此服事，營造一個合而為一的年輕世代，
也謝謝您們給我這個機會服事貴格會的年輕人。

( 二 ) 青年夏令營
時間： 7 月 12( 四 )~14 日 ( 六 ) 中午
主題：基督徒面對 21 世紀世界價值觀衝擊
講員：出埃及協會 厲珍妮。
以便以謝：徐壯華牧師
場地：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收費： 1500 元

( 三 ) 青年幹部訓練。針對貴格會青年區長、
小組長訓練，訓練。目的是讓每個教會青年人愛主
耶穌，生命更新改變。
時間： 9 月 23( 日 ) 下午至 9 月 24 日 ( 一 ) 整天
師資：合一堂董宇正牧師團隊 ( 中秋節假期 )
收費： 500 元

2018 年青年部的三個營會
( 一 ) 兒童主日學師資訓練 是針對貴格教會中小
型教會兒童主日學老師而設計之訓練會 ( 端午節假期 )
日期： 6 月 17 星期日 6 月 18 日下午至星期一整天。
師資：萬國兒童佈道會。
收費： 500 元

盼望各教會主責牧師、傳道師支持青年部舉辦的各營會。讓我們的年輕人更合一相愛。

新埔教會 黃玉珍師母

年度計畫 :

2018 姊妹事工異象及年度計畫

1. 巡迴關懷全省師母：總共分北、中、南八區
2. 鼓勵師母們陪伴牧師參加各區會，同時有
師母們彼此關懷代禱時間。
3. 師母研經培訓及專題：
地點：暫定─北部海山教會，南部竹崎教會
4, 婦女特會：
日期： 2018 年 5 月 27~29 日 三天二夜
地點：西湖渡假村 主題：與神同行
5, 師母退修會：

期待連結

貴格會北、中、南的師母

彼此相愛成為好朋友，並且一起推動每
年五月份姊妹靈修會，讓各教會 可以有
更多的 真實連結，大家可以在神的話語
中更渴慕讀經。

日期： 2018 年 9 月或 10 月 三天二夜
地點：馬祖或金門
6. 關懷各教會師母偶發事件 ( 如：生產、生病 )

教育部
內壢教會陸志敏牧師

拓傳部

a. 擬重啟公費神學生計畫 (18-35 歲 )
海山教會 林文華牧師

a. 加強在台開拓事工：

b. 現職傳道人在職進修，補助以進修神學為主。
c. 信徒領袖訓練：婚姻關係修復

1) 拓殖小組； 2) 各區會開拓
b. 國外開拓朝向訓練傳道人，教會朝向自立
的目標，若要開拓，個案評估。
c. 建立制度，訓練傳道人，鼓勵開拓，

文字部

北斗教會 林文雅傳道

自立自養。
d. 計畫推動：
1) 宣教參訪團 ( 鼓勵去宣教地看看、
了解、參訪、禱告、祝福 )
2) 牧家子女及教會優秀青年的觀摩、短宣
3) 由傳道部、拓傳部、青年部跨部會合作

會訊每季出刊，電子報、紙本同時進行。內容
大幅度修改，緊急代禱事項以 LINE 、 EMAIL 、
簡訊…及時通知，就不列入會刊。
請各教會，統計會訊紙本數目，以期達到節約
資源、避免浪費。

一年一度師母退修會在眾人
引頸期盼下，熱鬧登場，展開了

運用現代科技就立即尋獲她，她還

在主裡更多的包容與瞭解，使這

序幕。

說怎麼這麼快就找到她 .... 之後我們

次的師母退休會圓滿落幕。每個

滿足她脫隊的喜悅和躲藏的快感，

人開心的帶著神的愛、滿滿的愛

之後再去尋找，雙方皆大歡喜！

回到自己的家中，各自的教會，

感謝神！因神的愛使我們能夠相聚

我們如鷹展翅，重新得力。期待

在一起；因神的愛使我們的笑聲洋

我們下一次的重逢！

原本想像中的小琉球之旅是
悠遊漫步在海岸線上，吹著徐徐
的海風；踩在軟軟的細沙上，手
掌玩著潮間帶的海星 .... 。
事實亦是如此，只是速度與
進度遠遠超過想像： 15 輛摩托

三一堂董師母

溢在天際；因神的愛使我們能夠

車車隊穿梭在小琉球的大街小
巷，早晨看日出，晚上夜遊看夜

謝謝婦女部，辦

間動物，中午 2 點至海邊看潮間

師母退休會，讓我

帶生物，傍晚還要追落日、看彩

學習作爸爸，親自

霞，最後一天坐著玻璃船看海底

照顧小女，幫忙刷

生物或直接浮潛看海龜。

牙，安慰滿足她們

吃的是碳烤生猛海鮮，田

情感，半夜睡覺起

園餐廳 .... ，這所有的安排應該

來確認溫度，和小

是大學生的旅程表，但在所有的

女是否蓋被，這一

師母身上完全沒有受到限制：車

切都是媽媽 ( 師
母 ) 年初到年尾，

隊的隊長是北屯林師母，被載的

不間斷的日常工

鄭師母、吳師母也不遑多讓，他

作。

們的車輛總是從我身邊呼嘯而

祝福在小琉球

去，我們彷佛跟著進入時光隧

師母們喜樂，重新

道，每個人都回到 17 、 8 歲的

得力。也感謝主，

年齡，視若無睹的開心著、笑

讓我成為幸福爸

著，歡笑聲劃過天際與落日晚霞

爸，每當師母在

相互交映，成了最美的圖畫！

忙，或預備服事，

當然趣事也是一籮筐：我們

我就可左擁右抱，

當中有一位師母特別喜歡玩捉迷

陪小女 ( 因為她們

藏，她常常脫隊不知去向，我們

沒魚蝦也好。 )

很感謝聯會和婦女事工部，顧
念師母們的身心靈健壯，讓師母
們可以得空暫歇在教會、家庭間
的忙碌，今年特舉辦三天的小琉
球之旅。當天，師母們相約搭遊
覽車南下屏東（要感謝遊覽車司
機多次的下交流道接人），至東
港再搭船前往小琉球。當我們渡
海抵達離島小琉球後，即被帶往
機車行「配對」，師母們個個都

牧師的感恩見證

是 騎機車高手，而我選擇被載。這次的活
動內容豐富；有浮潛及搭玻璃船欣賞海底
美景。 有環島導覽講解當地風景特色及地
理環境 。 帶領大家至潮間帶，涉海觀賞尋
覓海中的獨特生物。
因有機車之便，師母們也趁「自由時
間」相約環島行，深入欣賞風景點；如龍
蝦洞、花瓶岩、美人洞、山豬溝等。
感謝聯會的支持，很高興有報名參加這
次的小琉球之旅，得以享受在藍天碧海

浮潛、登山下海之樂。
盼望下次的師母退修會，有
更多人參與，彼此同在一起分
享、代禱、聯誼；讓貴格會「歸
傢伙」的師母們都成為最親蜜的
家人。

~ 退休師母 鄭師母

北一區

北二區

忠湖教會萬正宇牧師

北一區目前有 10 間教會

大坪林 李國源牧師

( 基隆、內湖、大直、台
東 ...) ，請為教會間彼此合一連

感言 : 能服事北二區傳道同工，
是非常感謝上帝，也是很榮幸的機會。

結代禱。

期待在上帶的帶領下，竭力事奉，

請為聖誕節各樣福音行動代禱

榮神益人。 ( 斯四 14b)

異象 : 關懷連結
計畫 每月區會
2017.9- 大坪林

10- 南勢角

11- 東園

2018.01- 華美堂

03- 合一堂

04- 中國城

北四區

05 宜蘭合一堂

06- 石牌合一堂

神大能教會 俞崇瑾牧師
北四區是貴格會最年輕的區會，才誕生兩年，但很
感謝神，除了新竹合一堂，七間教會的牧師都曾在拓
荒神學院一起同學過，都是學長、學姐、學弟，又有
五間教會都在桃園不同地區開拓，真的感情深厚，彼
此相親相愛、真心相愛、扶持共勉。

北四區的異象 :

北三區

樹林教會 詹天生牧師

1. 同心委身貴格會，貴格會的異象就是我們的異象、
忠心順服配合聯會一切的活動。
2. 每間教會在不同地區帶下影響力

北三區目前有 16 間教會 ( 板橋、土
城、內壢、樹林、迴龍、中壢、林口、

3. 我們教會的牧者都能夠成為健康、喜樂、殷勤的服事者
4. 可以組成一個宣教團隊、為福音能傳萬邦

明年北四區活動：
1. 寒暑假年輕人營會
2. 夫妻恩愛營
3. 去菲律賓、大陸宣教
4. 每季區會、安排不同教派的牧長來分享牧會的經驗。

鶯歌 ...) ，請為教會間彼此合一連結、
不斷拓植，廣傳福音代禱。
請為聖誕節各樣福音行動代禱。

埔里教會 陳文彬牧師

未來 3 年目標
1.重新得力 : 牧者家庭與教會，透過讀經與禱

告，建立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2.繼續為石龜溪教會禱告，明白神對石龜溪的心

意。
3.希望透過開拓和植堂，在中區建立一個教會。

南區

榮光教會池健男牧師

擔任南區主席感言 : 感謝神賜
我 學習和服事大家的機會 ，雖然我
的學能不夠， 但是既然神許可我接
任這位置， 就願意靠主 來學習並盡
本分服事大家。

2: 彼此經驗的分享與學習。
a. 每次區會聚集時 ，負責領會的同工可以有半小時的 敬拜帶領以

及靈修分享和 讀書心得的分享，或是其他學習的領受分享。
b.聚會時可以討論一些與

年度目標 和期待 :

牧會相關的難題，或議

1. 注重彼此的連結 與關懷。

驗和看法 )

題 ( 牧者可彼此分享經

a. 每次區會的代禱時間 ，除了事工

也鼓勵為個人和家庭代禱。
b.舉辦南區牧家退修會 ( 寒假期間 )

3: 關心南區的石龜溪教會

c. 尋求大家辦聯合大型聚會的意願

和松德會館。

( 若願意則會在 10 月左右 )
d.留意一些同工或教會， 臨時有事

需要的即時關懷

a. 安排一月 和六月 區會

完畢同工們一起到石龜
溪教會，在那裡為該教會未來的事工代禱 ( 平常區會時則提出為
石龜溪教會代禱 )
b.關心松德會館的維護。 並為它將來的用途代禱。

「感謝主鴻恩，並感謝所有主內弟兄姐妹的代禱，伍玩城
牧師目前身體逐漸康復，體力也較先前健壯。特別感謝聯
會許多的同工和牧者的關心、探望與扶持，伍牧師、師母
和所有下潭教會的弟兄姐妹感受到教會間，以及牧者彼此
間的愛，願將一切感恩獻給主，也將榮耀歸給父神。」

按牧典禮
杜金美傳道將於 107 年元月 6 日下午 2:00
舉行按立牧師聖職典禮 歡迎參加 !!

1.董事會： 2018 年將在北區、中南區辦理教會財務會議。日期另行通知，請各教會預備心參加。
2.基督內在之光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接下來全力推動各教會讀經、禱告，建立良好的氛圍，鼓
勵弟兄姊妹分享心得。

3.重啟石龜溪教會：
活水教會表示，只要有人願意去，將全力支持，無論是財力、人力 … （以五年為限）
建議各教會到石龜溪教會以禱告、敬拜 … 預備一年，並求主預備合適的工人，並對外呼召。
請南區與拓傳部協商進行

4.嘉義松德會館暫由嘉義約沙法教會維護，屆時需要再進行評估，請代禱。
5.20 屆年議會 前兩年以一天為主，第三年因需進行選舉，仍保持三天兩夜進行。
6.女牧師、單身女傳道的關懷，由傳道部負責，邀請活水教會蕭惠香師母協助關懷

7.代禱事項
a.南勢角教會張國光牧師現仍在化療中，效果不錯但越來越瘦，請繼續代禱。
b.中心教會何淑鳳師母日前檢查罹患乳癌管狀 A 型一期陽性 0.7 公分 + 原位癌 0.9 公分。左側乳
房要全切除 + 前哨淋巴結。不需化療，但要服用約 10 年的抗荷爾蒙藥物。 12/26 在中山醫院
開刀，請代禱，求主醫治。
c.為幸福教會尋找新會堂，及翁牧師家庭代禱。
d.請繼續為伍玩城牧師代禱，為手術後身體恢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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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