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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教會訊息】

各地教會訊息
▍喜氣洋洋歡度30週年慶

喜氣洋洋歡度30週年慶
1月15日是紐奧良台福一個重要的
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他們慶祝設教30
週年紀念。
紐奧爾良台福設立於1987年，從
查經班開始，創始會員有7家，是台
福總會設立的第13家台福教會。30年
來，教會歷經了五位傳道人：有連瑞
和、楊上仁、葉秀棠、林茂道和白添
成等五位牧師。
1991到1995的5年間是教會沒有牧
者最長的一段時期，當時王武聰牧師
在美南台福牧會，常常來關懷鼓勵，
很奇妙的，也是在那一段沒有牧師的
期間，他們竟然完成建堂的工作：包
括購堂、裝潢、設計和設備，共花費
了大約三十萬美金，對那時代的一個
小型教會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
2005年紐奧爾良遭遇Katrina颱風
的襲擊，數十萬人住家被毀，被迫搬
離紐奧爾良，教會也有三戶人家搬遷
離，這次的風災使得弟兄姊妹彼此更
團結，更相愛
當天 有不 少從 前會 友從 紐澤 西、
達拉斯和西海岸等地方回來參加盛
典。30年前設立教會的第一任主席羅
玉桂姐妹也在其中，現任主席羅崇義
執事是她親哥哥的兒子，30年前教會
設立時姑姑擔任主席，30年後週年慶
時，姪兒從姑姑身上接下重任。
第六任牧師禮邦傳道和皇如師母已

於去年到任，辛勤忠心事奉，很得兄
姊們的心。師母精心設計的30週年慶
特刊，弟兄姊妹們也都很喜歡。慶典
中有美國南區的區牧Gackle牧師主持
長執就職禮，我則主持洗禮和信息分
享，來參加聖禮典的人有100多人，
這是紐奧爾良台福喜氣洋洋，歡欣鼓
舞的一天。

無論如何要保護教會
主愛之家於2014年5月經過和平台
福的祝福和總會的差派，華語堂約有
四、五十人出來植堂，兩年多來經歷
兩位牧師離職，20多位弟兄姊妹受影
響先後離開教會，一路走來並不容
易，但感謝神，教會仍然有30位左右
的弟兄姊妹願意以教會為重，留下來
繼續同心建立教會。
1月29日來到主愛之家，一方面我
引用路加福音19章1到10節，以「遇
見耶穌：何等奇妙的救恩」為題分享
信息，說到井旁的婦人在井邊遇見耶
穌，撒該在樹上遇見耶穌，盼望有許
多的人在主愛之家遇見耶穌，領受奇

▍林口台福晉升福音站

妙的救恩。
另一方面為一位弟兄和一位姊妹施
行洗禮，感謝神!雖然建立教會並不
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仍然努力傳揚福
音，領人歸主。經歷教會有人受洗，
弟兄姊妹都何等的興奮。
求神 堅固 教會 眾同 工， 眾兄 姊們
的心，使他們不喪膽，不氣餒，繼續
做主忠心的門徒，努力事奉，保護教
會，傳揚福音，直到主來。

林口台福晉升福音站
林口禱告站設立於2012年2月，北
區區牧林榮吉牧師區長張榮生弟兄付
出不少關懷，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
在2016年的年尾晉升為福音站。
范毓龍傳道就讀台灣正道神學院，
先在台北台福實習，後來結婚成為台
灣正道的女婿，畢業以後就在林口學
習開拓教會，以後神又賜給他們一對
可愛的雙胞胎。
今天 在感 恩禮 拜中 ，林 牧師 說：
「這應該是我擔任北區區牧，也是台
灣區副會牧最後一次主持典禮」，心
裡知道他為主，為台福擺上很多，所
以聽了他這一番話，心中一方面是感
傷， 一方面也是感動。
出席 的人 很多 ，幾 乎北 區傳 道同
工都來了，台北台福的兄姊們出席踴
躍，把禮拜堂擠得滿滿的，外面還站
著不少人。深願林口台福透過福音傳

▍台中第一間台福教會

揚，很快就如今天一樣：滿座。

台中第一間台福教會
台中台福於1997年設立，是台福
教會在台灣設立的第二個教會，也是
中區的第一間台福教會。設立之初，
有愛主的兄弟奉獻會所，當作教會，
使台中台福在創立之初，顯得比較容
易。經過兄姊們的努力，教會人數增
加，於是在三年前，教會擴堂，買下
一棟樓房的其中兩層樓，作為會堂及
教會活動的場所。
11月9日晚上，和東海台福劉清峰
牧師一同來關懷探望他們，有三位執
事會同工：主席、副主席和書記應邀
前來。去年呂萬清牧師在完成建堂工
作之後，辭去牧職，這一年來，弟兄
姊妹在沒有牧人的情況之下，自力更
生。有年長的林茂盛牧師擔任督導牧
師，中區區牧何月秀牧師來帶領他們
的週間禱告聚會，有中區多位牧者輪
流來協助主日的講台信息。  
教會弟兄姊妹們也為建堂資金努力
奉獻。期待台中台福繼續勇往直前，
持守中區旗艦教會的領導地位。

廖光詠、駱政宏傳道按立牧師
2016年是台福基督教會最多傳道人
申請按牧的一年。柑縣教會的廖光詠
英文傳道，以及東安教會的駱政宏傳

▍廖光詠、駱政宏傳道按立牧師

道，趕上年底的末班列車，分別在12
月3日和12月4日，被按立成為牧師。
台福 教會 的傳 道同 工申 請按 牧有
一定的程序，從神學院的道學碩士科
畢業以後，至少要經過兩年的牧會經
歷，然後再考核申請者的蒙召經歷，
屬靈生命，聖經神學，教會牧養，牧
會理念，以及會友和同工的認證。
造就 一位 傳道 人並 不容 易： 從蒙
召、尋求、等候，進神學院，受裝備
造就，牧會實習、畢業，進入工廠，
實際牧養教會，受肯定，被認證有牧
養教會的恩賜，到最後終於受按立成
為牧師，這才是第一步，以後還有一
條漫長的道路在前頭。
雖是 如此 ，按 牧典 禮仍 是一 個非
常重要的禮儀，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
起點，這一點提醒我們：信實上帝的
呼召，何等榮耀的誓約，跪立主前的
委身；在往後的道路上，特別遇到艱
難、灰心、失望，喪膽的時候，都需
要回到這一點來重新得力。

柏克萊台福30週年慶
柏克萊台福慶祝30週年慶於2016年
12月4日舉行。30是而立之年，在台
福系統，能擠身30年的，都可以算是
有歷史的資深教會。
涂牧 師為 這一 次的 週年 慶極 盡心
力，一年前就開始籌備，並親自回台
請書法名家寫了許多聖經經文金句，

▍柏克萊台福30週年慶

裝裱後佈置在會堂。又遠道邀請洛杉
磯台福雅歌團契歌仔戲團演出聖經現
代版「路得記」。
有一位傳道人形容涂牧師是拼命三
郎，在北加州除了牧養柏克萊本堂，
還另外開拓了兩間教會：平諾台福和
福立蒙台福。週年慶的主日崇拜，這
兩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都一起來參
與，真的是滿滿的喜樂，教會上上下
下充滿生氣。
求神保守涂牧師的身體，有夠用的
體力，心力，能繼續帶領眾同工繼續
在北加州擴張帳幕之地，為主圖謀大
事，搶救百萬靈魂。

生氣勃勃的北卡台福
北卡台福（EFC North Carolina）
現任主席崇鑌領導有方，充滿願景，
同工個個面帶笑容，生氣勃勃，教會
人數增加。許多同工對剛剛加入團隊
的孫牧師夫婦誇讚有加。除了探訪關
懷、小組團契、美滿婚姻等事工，他
們也計畫開始踏入大學福音事工。
總幹 事陳 敏欽 牧師 在這 次的 探訪

第29屆第四次擴大總委會
第廿九屆第四次擴大總委會2月
9-11日一連三天在美國洛杉磯舉行，
正式的會程登場之前，台福南加州傳
教師會及總會在2月9日 (週四) 上午
9:30到下午3:00，以地主身分，採用
退修與座談，個人和小組的方式，邀
請來自外地出席擴大總委會的代表，
大洛杉磯台福教會主任牧師等，在總
會辦公室鄰市的一個鄉村高爾夫俱樂
部Quiet Cannon Montebello舉辦為
時一天的「台福牧者交流聚會」。
重點概括牧者退修， 牧者間彼此
關懷，台福教牧議題的交流，以及為
台福教會的守望。主持交流會的總會
牧吳政勛牧師表示，在此次的相聚
中，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彼此認識，也
在神所託付的台福大家庭中，同心團
隊服事。
台福教牧議題交流的重點如下：
•對於台福教會內「按立牧師」
的緣由和目的，以及審核申請案的共
識；

中，除了在主日聚會主持執事同工的
就職典禮之外，並且有機會分享三篇
信息及兩篇實用的專題：「如何研讀
聖經」，及「如何擔任領袖」。週末
是家庭時間，但是弟兄姊妹們還是相
當踴躍來參與學習。感謝神！我們知
道每一次探望地方教會都是值得的，
因為多一份關懷的行動，都會使地方
教會和總會之間的關係多一份的親密

• 有關台福傳教師人事案件，對
其申請程序的共識，和審核過程的原
則；
•有關同性婚姻立場，以及對Inheritance雜誌刊登這方面議題的回
應；
•牧者以地方/地區台福牧者代表
的角度，提出整體台福教會考量，朝
設立地區/國家獨立總會，如台灣、
紐澳、美洲等構想的回應交流。
2月10日，正式會議在洛杉磯和平
台福教會召開。上午為擴大總委會重
點有議題和報告兩個部分，包括確認
人事委員會決議案、通過2017年預算
案及2016年決算案、總幹事教勢報
告……等，並進行五大專題研討。

和連結。求神繼續祝福北卡台福，在
孫牧師夫婦的帶領和7位執事同工的
配搭中，教會更興旺，福音得廣傳。

Generations Church慶祝週年
2月12日，是Generations Church
慶祝週年的大喜日子，我提前到達，
就在教會周圍慢慢的步行，默默地為

▍Generations Church慶祝週年

這個教會獻上感恩、禱祈。
教會一年走來並不容易，7個主要
的家庭帶著一群第二代講英文的年輕
人從洛杉磯台福出來，在天普市附近
植堂，只是帶著一個信念：以第二代
為主體，建立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台
福基督教會。
他們帶著洛杉磯台福的祝福，總會
的差遣，憑著無比毅力和勇氣踏出第
一步。今天看到他們一年來辛勞中的
成果，心中確實覺得欣慰。
這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台福45年
走來，實在需要在英語事工上有所突
破，Generations Church 為我們踏出
第一步，這是典範轉移，也是一個極
大的嘗試和貢獻，我們需要好好的呵
護她，使她更美好、更茁壯，只許成
功，不許失敗，好為台福英語事工走
出另一條路。

第一間西語系台福基督教會
2月5日，受邀來到坐落在祈禱園台
福系統第一間講西班牙語的台福教會
帶領主日信息。我開車下了交流道，
路上已經看到教會的招牌，特別要轉
進教會的那一條泥凝路，現在已經推
平，並且很快就要鋪柏油。
到了 教會 才知 道今 天也 是師 母的
生日，會友給師母辦了一個驚喜的宴
席，非常有心。

▍第一間西語系台福基督教會

這一 間教 會設 立在 兩年 多前 ，牧
師名叫Giovanny，是從中美洲來到美
國的移民。他曾經做過警察，是一個
牧師的孩子，念過MBA，是一位刻苦
耐勞，敢於承擔，親力親為，忠於門
訓，心在教會的好牧者。
他一 面建 立教 會， 一面 經營 禱告
園，經過他努力的修整，禱告園已經
有了另一番新的氣象。有一次他對我
說：陳牧師，你知道嗎？這些事情我
從前都沒有做過，自從來到祈禱園，
一邊作，一邊學，屋頂、牆壁、豪
溝、電工、水工、木工、挖土工、油
漆工，you name it，我們現在什麼都
做，都自己來。
他為 了整 修祈 禱園 ，經 常跑 市政
府；市政府的許多員工，因為他給他
們許多的幫助，也都成為他的好朋
友，他竟然現在被選為City council
的副主席。
除了 忙著 禱告 園， 他也 努力 建立
教會，栽培門徒。傳福音建立教會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有別的牧師
告訴他：要在那一個地方建立教會幾
乎是不可能。但是兩年半來，他胼手
胝足，努力耕耘，終於教會在每個主
日的平均聚會有130人到150人之間。
我們要為台福基督教會第一間西班牙
語系的教會的建立獻上感恩，並為
Giovanny 牧師、師母和同工們禱告，
祈求神繼續祝福他們的福音事工。

【台福總會訊息】

台褔總會訊息
▍台福英文教會的冬令會

美麗的雪景 火熱的心靈
台福英文教會的冬令會在12月30日
到2017年1月2日在大熊湖（Big Bear
Pine Summit）松柏領袖會議山莊舉
行，共有約400人參加。聚會分成3個
區塊：大學以上的成人組，包含初中
高中學生的中學組，以及小學以下的
兒童組。每一組都有個別的主題講員
和專題講員，開會禮拜和結束禮拜則
是全體聯合聚會，有三個教會的敬拜
團輪流帶領敬拜，7位台福教會的英
文牧師分別坐鎮全場。
另外就是總幹事陳敏欽牧師和副會
牧胡忠倫牧師兩人來到會場參與了這
場盛會，最後的閉會禮拜，陳牧師為
這一次大會的主題「跟隨基督」做總
結，分享台福教會福音運動的歷史，
台福植堂的精神，說明這些都是跟隨
基督的行動，最後在400人一起守主
的聖餐中畫下句點。這次大會還有一
件令人興奮的事，就是山上下大雪：
外面飄著雪，裡面心靈享受屬靈的盛
宴，雪景為每一個參與的人，特別是
孩子和家庭，提供了休閒時間最佳的
去處。

夫婦的帶領下，走過一段美好的事
奉，2017年盼望能夠更上一層樓。會
中陳敏欽牧師引用路加福音第二章52
節：「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
喜愛他的心，都一起增長」來談到主
耶穌在長大過程中經歷四方面的成
長:智慧是知性上的成長，身量是身
體的成長，神愛他是靈性的成長，人
喜愛他是社群的，人際關係的，友誼
的成長。這四方面的成長非常符合台
福青松人的宗旨，最後他們決定：今
年的事工要定調在這四方面有所成
長。在今年青松會要舉行四場聯合性
的聚會，分別以這四方面的增長作為
主題，期盼2017我們和青松人同行，
期待我們像耶穌一樣，在這四方面都
能夠再上一層樓。

為全年方向定調的聚會
1月9日是婦女會今年第一次的聚
會，通常新年第一次聚會有一個作
用，就是為整年的方向定位。依照慣
例，聚會一開始先由幾位姊妹帶領大

青松會－回溯過去，展望將來
1月4日，青松會在總會辦公室舉
行今年第一次的聚會，回溯過去，展
望將來。2016年在會長劉鴻烈弟兄
▍為全年方向定調的聚會

▍青松會和信徒傳道聯誼

▍學習馬利亞的情願

家詩歌敬拜，接著是信息。總幹事陳
敏欽牧師引用使徒行傳九章19到31節
的經文，以「從今以後」為題，與
眾姊姊妹們一起分享，盼望姊妹們
2017年繼續在教會：帶頭傳講福音
(v.19-22)，帶頭學習仰望(v.23-25)
，帶頭渴慕團契(v.26-27)，帶頭彼
此服事(v.28-30)，同時帶頭成為祝
福(v.31)。信息結束後，會長英惠長
老帶領大家分組會，將所領受的信息
彼此分享，彼此代禱，並且選了詩歌
「使我成為祝福」(Make me a blessing)作為回應。婦女會每年都協助總
會承擔許多的工作，他們是總會一支
得力的軍隊。教會歷史印證婦女們在
教會史上，無論是宣教，禱告，教會
的拓展，都佔著一席非常重要的角色
和地位。

總會對地方教會的關懷和致意。
後半段時間為總幹事陳敏欽牧師引
用馬太福音一章18到25節，以「神聖
的呼召」為題，和信徒傳道們共同勉
勵，盼望我們一同在服事的時候：1.
學習馬利亞的情願(v.18)，2.行如天
國的使者(v.19-21)，3.傳揚天國的
真理(v.22-23)，並且4.胸懷約瑟的
順服(v.24-25)
願這些提醒，不僅是信徒傳道這一
年在各處奔波服侍時候的座右銘，也
是我們每一個台福人努力的標竿。

學習馬利亞的情願
信徒傳道在1月11日召開2017年第
一次的聚會，前半段是新年的計畫，
後半段是信息的分享。信徒傳道今年
的團隊更加整齊，幾乎每個月都安排
一次外展的事奉，全團十多個人一條
心，按著個人不同的恩賜：或講道，
或見證，或獻詩，或領敬拜，他們同
行到一個教會，同心事奉那個教會。
2017年他們會拜訪南灣台福，聖喜
台福，平安台福，主愛之家等教會，
代表總會，成為總會的手和腳，帶去

正道神學院台灣區校友會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為了福音植堂運
動所需的牧養教會的工人，於1989年
設立正道福音神學院（前稱為台福神
學院），這些年來，已經塑造了不少
主的工人，單是在台灣就有將近150
位的碩士班和博士班的畢業生。
正道福音神學院台灣區校友會正式
在2016年11月10日成立，通過選舉產
生7位執行委員：曹永衫、王武聰、
胡唱詩、張建宇、陳國文、黃惠文、
林淑真等，並且由曹永杉牧師擔任會
長、王武聰牧師擔任副會長、胡唱詩
牧師擔任書記。校友會的功能，相信
不只是團契聯誼，應當會在人力的資
源整合，建立教會及台灣社會議題的
關注，幫助剛剛進入牧養教會的新傳
道，作他們的導師，帶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