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
E-mail、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通知事項＊
1. 今日歡迎台中科技大學長青團契學生參加咱的禮拜並獻詩，長青團契每週三
晚上在咱教會二樓聚會，請大家關心，謝謝他們今日的服事。
2. 下主日聖誕讚美禮拜聚會時間：9 時 30 分，華語禮拜暫停一次。
3. 今年聖誕節慶祝活動如下：
(1)12 月 24 日(六)下午 3 時在大禮拜堂由各團契、機構表演及摸彩，請各團契
及機構各準備一項節目，請兄姐踴躍提供摸彩獎品，或指定為「聖誕禮品
奉獻」，由總務委員會派人統一購買。
(2)12 月 24 日當天晚上 6 時在地下停車場聖誕聚餐（每人 200 元，12/18 截止）
。
(3)12 月 24 日晚上 8 時 30 分報佳音，接受報佳音家庭，請在公告欄中登記。
(4)12 月 25 日上午 9 時 30 分聯合聖誕讚美禮拜，由敬拜讚美團帶領會前詩歌。
4. 為配合 2017 年 1 月 14 日中會財務檢查，本會訂 2017 年 1 月 8 日檢帳。各單
位、同工如需申請款項，請於 12 月 27 日前至辦公室辦理；各單位、團契請
務必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將帳冊、傳票送至教會。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12/18)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詩篇 80 篇 1~7 節、17~19 節。
2.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兒童主日學移至 3 樓教室（原松年教室）上課。
3.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12/18

陳佳萍
陳佳萍

張榮璋/張以諾
卓啓煌/張以諾

羅寶玉/卓啓煌
余燕儒

林靜珍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洪泰陽
洪泰陽

12/25

二、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6 學年度上學期訂 12 月 21 日上午 09:30 舉行結業禮拜，主禮：
陳正雄牧師。下學期訂於 2017 年 3 月 6 日舉行開學禮拜，請兄姐繼續為松大
關心、代禱。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教會慶祝聖誕節備有表演節目，松年團契受邀參演，12/18 邀請兄姐參與練
唱，練唱時間：8:10，地點：一樓松年教室。
2. 12 月 24 日參加慶祝聖誕表演的兄姐，請於 12 月 24 日下午 2 點 30 分集合
於松年教室做最後排練，願主紀念加倍賜福參與的兄姐。
四、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為因應聖誕節表演，敬邀教會的婦女一起跳聖誕舞，請新舊委員務必參與，
地點：3F 教室，時間：第一堂禮拜結束後。
五、聖歌隊（隊長：張榮璋弟兄）
聖誕節即將到來，聖歌隊於禮拜後留下來加緊練習歌曲。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黃銘權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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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愛．陪伴同行，時間：2017 年 1 月 12~14 日，地點：
高雄中華電信訓練所，費用：3000 元（含宿、餐、保險）
。詳洽(02)2362-5282
轉 250 蔡孟潔。
2. 「日光少年營」，時間：2017 年 1 月 31 日(二)13:00~2 月 3 日(五)15:00，
地點：謝緯青年紀念營地，費用：2800 元（1 月 9 日前或額滿截止），12
月 27 日前報名完成享特惠價 2600 元或 2 人同行 5000 元。報名請至
http://youth.pct.org.tw
3. 豐東教會陳晃慧長老於 12 月 4 日蒙主恩召，享年 83 歲。訂 12 月 17 日 13:30
舉行教會葬告別禮拜。
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同性議題座談會」，時間：2017 年 2 月 11 日(六)
09:00~16:00，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受理報名期間：2017 年 1 月 9 日~2
月 3 日，請洽(02)2362 5282 轉 350 蔡秀靜姐妹。
＊代禱事項＊
1. 為各牧師、傳道、長執及團契、機構選出的幹部代禱。
2. 為 2017 年教會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及教會事工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蔡串煉兄、
林南兄、陳榮美執事、王曾寶蘭姐、許榮祥執事、林義耕兄、王吞忍姐、
蕭麗華姐、余林秋桂姐、林榮華長老。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5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10 人

六

08:10~09: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週六禱告會＊
下週六(12/31)早上 08:10 禱告會由謝理明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艾鍾妮」，司琴：簡安祺姐妹。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18(日)

12/19(一)

12/20(二)

12/21(三)

12/22(四)

經節

提前 1-3 章

提前 4-6 章

提後 1-4 章

多 1-3 章

約壹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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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五)
約壹 3-5
章

12/24(六)

約貳，
約參，猶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
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合堂
台語禮拜

12/25

陳祐陞

報佳音

路加二:8~14

31

102
507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週間
台語禮拜

12/28

胡翠峯

基督為咱
來出世

約翰三:16~21

34

83、259、
512

同上

＊上週講道＊
【聖經–上帝的話】 詩篇 119:105~112、提後 3:16~17
劉弘義牧師 2016/12/11
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謝主的恩典能代表環球聖經公會來到貴教會
請安報告分享環聖異象及信息一起敬拜神。如果沒有聖經供我們閱讀，我們對上
帝、對自己，對人生的意義目的就會一無所知。網路上有個 1188 信息，很令人感
動,其意思是指聖經的最中間是詩篇，詩篇的最中間是 118 篇的第 8 節，這節的經
文是：「投靠耶和華，勝過倚靠人。」，聖經告訴我們順服神，信靠神是我們信仰
的第一步。
今天我們將從以下三方面來思想，「聖經-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一、聖經是怎樣的一本書？
聖經是一本值得研讀的書，透過聖經讓我們認識真理，更能成為人生中找到
新生的道路，是天下的第一大書, 全球翻譯超過 2500 種語言文字 。聖經是基督徒
信仰和生活的準則，是用人間的文字所表達上帝的話語。三九二十七，即舊約三
十九卷，新約二十七卷，加起來共六十六卷。有一千一百八十九章，三萬一千一
百七十三節，執筆的作者有四十多人，先後歷經一千五百多年才完成。從頭到尾
一脈相通，一氣呵成。正如初代教父奧古斯丁所言：
「新約隱藏於舊約之內，舊約
顯現於新約之中。」
聖經只有一位中心人物就是耶穌基督，只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神愛世人。舊
約預言指向新約的耶穌基督，可以說是基督的影子。新約記載耶穌的生平及教訓，
教會的建立與擴展，新舊兩約息息相關。
聖經裏面四十幾位執筆的作者，彼此不認識，時代背景、思想知識、語言地
區都不同，就作者的職業來說，有牧人、漁夫、工匠、詩人、醫師、學者、稅吏、
祭司、君王，各階層的人都有。體裁有歷史、詩歌、故事、格言、傳記、書信、
法律、禮儀，四十多位作者前後相隔一千五百多年，竟然能夠寫出一本完全不衝
突的書，這樣的編輯方式何等奇妙，若不是聖靈引導寫成，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藉由觀察聖經的編輯過程與方式，我們更能夠肯定聖經是上帝給世人的書信。林
肯總統說：
「聖經是神給人類最好的禮物，救世主的一切良善，都經由聖經傳達給
我們。」(美國第 16 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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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要研讀聖經？
保羅說：
「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訓、責備、矯正和公義的訓練各方
面、都是有益的，為要使屬神的人裝備好, 可以完成各樣的善工。」
（提後 3：16-17）
聖經既然是基督徒信仰和行為的準則，我們應當要研讀聖經。
首先，研讀聖經能使人明白真理得到永生。讀聖經能使人明白真理，聖經是
上帝向人所啟示的真理，讓我們能認識上帝，認識自己，明白上帝與人的關係。
聖經也告訴我們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永生等等的信仰問題。耶穌
說：
「你們研究聖經，因為你們認為聖經中有永生，其實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聖經。」
（約 5：39）聖經不但為耶穌作見證，也為我們指出永生的道路，讀聖經讓人有得
救的機會。
天下雜誌評選為台灣百大名醫之一的基督徒醫師歐晏泉博士，他作見證說四
十歲以前他們全家都虔誠信仰一貫道，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六歲大的小兒子跟
他說：「爸爸，你有白頭髮！」，接著又跟他說：「爸爸，你會死！」。他自己嚇了
一跳，不曉得上天對他有何啟示，就翻遍了佛經，卻找不到有關生死滿意的答案。
後來，有基督徒送他聖經向他傳福音，分享生命見證，也有人帶領他讀聖經，他
也參加查經班。有一天，歐醫師讀到約翰福音十四章記載：
「耶穌對他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他說
我找到答案了，雖然他的兒子說他會死，但他說他的人生不再懼怕了，讀聖經讓
他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也得到永生！現任台中榮總泌尿腫瘤科主任, 榮中禮拜堂執
事，熱心愛主愛人。
其次，讀聖經使人行走正路。耶穌曾經為門徒禱告說：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
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約十七：17）上帝的道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的缺失，
我們若能天天照鏡子，就是讀經、禱告，並按著鏡子所照出的缺點加以改進的話，
我們一定能行走在真道上。所以，詩篇說：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 119:105）
一個讀聖經的人，有真理的亮光引導，就不致跌倒，也不會迷路，而且一生
能行走在正路上。我曾跟人分享過，2000 年~2005 年我在台中監獄台中戒治所當
宗教教誨教師，某日我問監所的教誨師，十個出獄同學有幾個會回籠，他不假思
索：十個人出獄，有九個會回籠，另外一個死掉了，也就是幾乎百分之百陣亡！
基督教晨曦會創辦人劉民和牧師曾經是個吸毒者，在香港晨曦島成功戒毒，後來
因為他吃上帝的話語，完全戒掉毒癮！30 年前他回到台灣創立基督教晨曦會，幫
助很多受毒品捆綁的受刑人，用上帝的話語，用福音來戒毒。這幾年他每年都帶
領十幾位同工到韓國禱告山參加全球牧者研習會，從前是毒蟲，現在都變成上帝
重用的僕人。這些被毒品捆綁的人要改變真的是不容易，但他們因為讀聖經，走
正路，生命被神改變了！
第三，讀聖經使人靈命長進。上帝的話是靈奶(彼前 2:2)，是生命的糧(約翰
6:35)，讀聖經要天天讀，好像吃飯。讀聖經雖不一定每次都有特別的亮光，特別
的感覺，但是靈命成長就好像吃飯一樣，養成天天讀經的好習慣，靈命就自然而
然更新茁壯，成為健康正常的基督徒。聖經是上帝施行救恩的媒介，是上帝使信
徒靈命成長的工具，更是基督徒生活的藍圖，我們應該要養成每天讀聖經的好習
慣。
三、要如何研讀聖經？
詩篇說：
「上帝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要用什麼態度讀聖經才
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要怎樣才能讓上帝的話真正在我們生活中產生功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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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用禱告的心研讀聖經：常常佔新聞版面的哈佛好小子林書豪，為什
麼他會成為 NBA 的新星？他的父母親從小就帶給他虔誠的信仰，林書豪也很認真
地讀聖經，他最喜歡的經文是羅馬書五：3-5：「不但這樣，我們更以患難為榮；
知道患難產生忍耐，忍耐產生毅力，毅力產生盼望；盼望是不會令人蒙羞的，因
為神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把他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裡。」他喜歡讀聖經，他
也教我們十個屬靈的功課：1.不住的禱告，他在比賽前、比賽中、比賽後都不住的
禱告。2.凡事謝恩，他說 God is good，上帝對我真好，不管遇到什麼，上帝都有
計劃。3.他現在為主而活，以前為自己，常陷入低潮，他現在抓到目標，為上帝打
球，樂在其中。4.全力以赴，無論有沒有人看中，都全力以赴。5.成全他人，他有
很多助攻，使隊友發揮所長。6.把榮耀歸給上帝。7.功勞歸給隊友。8.喜樂歸給自
己。9.不以福音為恥，他常常找機會作見證，分享福音，常常讚美感謝主。10. 在
2012 年時他所定的目標是要「立志愛主更深，與主更親近。」
詩篇 119:18 說：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聖經的作者
都是靠著聖靈的感動所寫的，是神所默示的。要了解聖經一定要先禱告，沒有禱
告而讀聖經只能了解字意，不能了解精意。我們要禱告求上帝開我們的眼睛，使
我們看出祂話語中的奧妙。(台中惠明盲校學生的經歷)
第二，要有願意受教的心研讀聖經：基督徒除了要花時間讀聖經之外，更要
接受從上帝藉著聖經而來的教訓、提醒、糾正，詩篇 90:12(神人摩西的禱告)：
「求
你教導我們怎樣數算自已的日子，好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我們要有一顆願意
相信、悔改的心，去實踐所研讀的聖經，上帝必然藉著聖經向我們說話。讀聖經
最大的失敗就是缺乏信心和受教的心，這種讀經的態度無助於靈命的長進。
第三，要有系統的研讀聖經：隨便或偶爾研讀聖經是不夠的，要每天有個進
度，可按照教會的讀經計劃讀經。正如吃飯不可以吃一天停三天，期待我們都能
有系統地讀聖經！在耶穌的撒種比喻中，有一段話說：
「但太陽一出來，就把它曬
乾，又因為沒有根，就枯萎了。」
（太 13:6）聖經中對這個「根」的解釋常常是指
人在上帝面前的靈修生活，就是讀經和禱告，沒有讀經和禱告的基督徒就容易枯
乾。我們必須在平日把根紮得深，縱然日頭曝曬也能按時結出生命果子。（仁愛、
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上帝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求神賜福讓我們以能做到天天
讀經禱告的基督徒互相勉勵。
「又當記念主耶穌說的話：施比受有福。」(徒 20:35)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把各樣的恩
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多行各樣的善事。」(林後 9:6-8) 綱路
上流傳的一句話” 奉獻並不是丟石子在水裡，乃是丟種子在田裡” 請問您願不
願意堅定持續地來播種，相信將來必得見神 30、60、100 倍的賜福您，真誠的感
謝兄姐們為環聖譯經。弘道異象及推廣新譯本聖經代禱與奉獻。奉主的名祝福我
們每一位弟兄姊妹「凡事亨通，身體健壯，靈魂安泰。」（約參:2）得著活潑的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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