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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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感恩節禮拜中欲舉行洗禮聖禮典，有張洸郡、曾阿俊、謝仁維、蕭鈴惠、
張碩恩、王文佑、卓浩恩、程玉珍、何宥昇、林熙亭 10 人，接受洗禮成為神
的兒女，恭喜他們。今日一、二堂禮拜合堂舉行。
2. 下主日(29 日)下午 1 點召開「2016 年教會事工研討會」
，請全體新舊長執、機
構、團契首長務必參加。各單位明年度事工計劃及預算請於今日提出，以便
彙整。
3. 感謝主，本會向台中市政府提出新法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後
壠子教會」申請，市政府已經審核通過。
4. 10 月 25 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 150 週年台南教會日的大合照放於網路相簿
上 https://goo.gl/photos/6g48xRHx2gpXb5eM6，請兄姐自行下載。欲購買者請
向曾青美幹事登記（照片張貼在 1F 公佈欄上）。
5. 需購買聖誕糕贈送親友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每塊(盒)25 元，至
11 月 29 日截止。
6. 今年 12 月 20 日舉行聖誕讚美禮拜、各項慶祝活動及聚餐。當天一、二堂禮
拜合堂。
(1)09:00~10:30 聖誕讚美禮拜。
(2)10:30~12:10 各團契、機構慶祝表演及摸彩活動。
(3)12:30 聖誕聚餐（在地下室停車場舉行）
(4)請兄弟姐妹可提供當摸彩的禮品，或指定為禮品奉獻，由主辦委員會派人
統一購買。
(5)當天地下室停車場淨空，以便辦理餐會。
(6)購買餐券者，即日起請向曾青美幹事購買，每張餐券 200 元。
7. 12 月 24 日願意開放讓教會前往報佳音的家庭，請至辦公室登記。
8. 教會門面 LED 燈飾工程已完成，請兄弟姐妹夜間有空，可來教會欣賞夜景。
9. 本會陳欽榮兄&呂玲玲姐的公子陳路加弟兄與林宛璇小姐訂 11 月 28 日
(六)15:00 於本會舉行結婚禮拜，18:30 於僑園飯店宴客。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1 月 25 日、12 月 9 日(三) 09:00 健康講座–「不要怕老化」
，由台安醫院陳蓓
玲醫師主講。歡迎兄姐聆聽。
二、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姐姐妹妹一起來跳舞」
，因應聖誕表演的排舞課，時間固定每週日（11 月 22、
29 日、12 月 6、13 日）上午 10:50~11:50，週二 19:00~20:00 為加強練習時間。
地點：3F 綜合活動教室。
三、青年團契
青年團契於 11/6(五)年會中選出 2016 年團契會長：顏姿叡、副會長：黃斯可，
懇求主繼續帶領青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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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1. 本日因感恩節合堂禮拜，練唱延至 11 月 29 日 10:30~10:55。
2. 每月第三週獻唱，請團員 08:30 準時到 2F 練唱室，關於團服或練唱疑問可洽
團長。
3. 練習時間本年度第四季為配合聖誕表演排舞練習調整為第一、二、四、五週
的週日上午 10:30~10:55（排舞課 10:50~11:50）
。
五、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1. 11 月 29 日(第五主日)松年團契詩班要獻詩，請兄姐參加 11 月 22 日(主日)、
11 月 29 日(主日)早上 8 點 30 分在松年會館練詩。
2. 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及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日期：2015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報到。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台中
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內容：感恩禮拜、敬老會、慶婚會、專題演講、餐會交
誼、伴手禮。敬老：80 歲以上分三組，分別贈送禮券。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
55 年…每隔 5 年慶賀一次，致贈禮券與獎牌。以上敬老與慶婚對象以教會松
年團契會員為限。費用：每名 400 元（含餐費 5000 元/桌、飲料及伴手禮等）
。
有意參加兄姐請於 11 月 23 日(一)前向會長詹淑靜報名。逾期中會不受理，桌
位依報名先後安排，請速報名。
六、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1/22)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8 章 33~37 節。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11/22

何秋萍

11/29

林靜珍

教唱/司琴

卓啓煌/
楊茗鈞、陳宥君
葉美玲/
楊茗鈞、陳宥君

信息/祝禱

楊凱成
余燕儒

幼稚級

盧金梅
林靜珍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何秋萍

劉雅玲

何秋萍

七、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4 學年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11 月 29 日禮拜中發放（請
儘量本人前來領取）。
高中職：張碩恩、陳楚云。
大專院校：王苡蓁、王苡融、張哲豪、任婕華、列靜芬、蘇凱琳、何建凱。
八、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家庭：洪添裕長老、林尹晨小朋友、林義耕弟兄。
2.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
公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聖樂團訂 12 月 6 日(日)晚上 7:30 於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舉行「彌賽亞
演唱會」，為基督教芥菜種會募款，免票自由入場。
2. 埔里教會訂 11 月 22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30 週年暨再開設 68 週年感
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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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中中會重新教會訂 11 月 29 日(日)下午 3 點，於「台中慕義堂教會」舉行
林耀星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北中會淡水教會訂 11 月 29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鄭浚豪牧師就任第九任牧
師感恩禮拜。
5. 七星中會中崙教會訂 12 月 6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羅興隆牧師就任第四任
主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本週金句＊

Siōng-tè chiū chhòng-chō lâng chhin-chhiūⁿ I ka-kī ê siōng, chiàu Siōng-tè ê
siōng chhòng-chō i; chhòng-chō in lâm-ê lú-ê. Siōng-tè sù-hok in.
（Chhòng-sè-kì1:27~28a）
上帝就創造人親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的像創造伊；創造 in 男者女者。上帝
賜福 in。（創世紀 1:27~28a）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11/22(日)
新
眼
光

11/23(一)

11/24(二)

11/25(三)

11/26(四)

11/27(五)

11/28(六)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106:40~48

107:1~9

107:10~16

107:17~22

107:23~30

107:31~43

108:1~13

＊代禱事項＊
1. 為明年度教會事工代禱。
2. 為世界和平及近日法國 IS 槍擊案件死傷者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娘、梁祈錫執事、潘陳敏姐、林尹晨
小朋友、張洸郡同學、洪添裕長老、林義耕兄。
4. 為今日感恩節禮拜中受洗的 10 位弟兄姐妹代禱，求主引導保守他們的一生能
為主見證，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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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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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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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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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29

陳祐陞

水振動的時，
沒人通扶我落
地

約翰五:1~9

16

5
338
507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29

蕭仁維

來臨之前

路加
廿一:25~3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

蕭仁維

愛的進行式

約翰一書
四:7~21

18

452

同上

＊上週講道＊
【阿彌陀的上帝】

徒 17:22-31

潘日泉牧師 2015/11/15

一、未識之神
「保羅遊歷雅典城，看見滿城偶像，心裡著急，他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我
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
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22-23)
『敬畏鬼神』原文意即『迷信』。
古時希臘人怕得罪人、怕疏忽而得罪任何神祇，所以供奉一個『未識之神』。
『未識之神』這四個字表明了兩件事實：1)他們在冥冥之中知道有神存在；2)但
他們不認識這位神。
有人會想，敬神畏鬼，乃是知識閉塞，文化低落的標記。科學愈昌明，根本
就用不著神靈宗教之事。宗教，只能適用於原始時代；原子時代，哪裡還用得著
宗教。事實告訴我們，敬畏鬼神的意念，並非歷史的產物，亦不隨之消逝。宗教
思想，乃是與生俱來的，非但不受文化淘汰，反而因文明而愈感需要。
聖經告訴我們，“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羅一 19）。
在人的本性裏，就有敬神的意念。這個不需要教導，乃是生在人裏面的。當人窮
途末路之時，自然會發出呼天喚地的聲音。尤其在人臨終斷氣之前，更是感覺神
的需要。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一種敬畏神的表示。
二千年前希臘雅典的人，並不因他們文化的高超，而棄鬼神思想，反而更加
敬畏鬼神。二千年後今日的人類，還是與昔日的人類相同。在人外面物質的享受，
衣著的式樣，起居的習慣等等，都曾經劇烈的改變；然而在人裏面的本性，卻絲
毫未變。這是天性，永遠不變。這是當注意的。所謂順天者生，逆天者亡。凡順
天性而為，必蒙祝福；凡逆著本性行事的，必致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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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戰後，一位心理學家遍訪世界各種民族，他所得到的結論：上至優
秀民族，下至野蠻土著，無一不具宗教觀念。縱然所拜的不同，方法亦迥異，其
原理卻是相同，就是凡是人類，都相信宇宙之中有神明。人雖然製造出成千成萬
的偶像來敬拜，來填補內心的要求，然而無論怎樣總還感覺不滿足，總覺得在這
許多自製的偶像以外，必定另有一位真實者存在。雅典人就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下，
設立了一座祭壇，稱之為“未識之神。”一面他們各人仍舊可以敬拜他們自己所
喜歡的偶像，另一面又不敢完全忽略這位未識之神。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果真不
能認識麼？這裏說“未識之神，”而不是“不可識之神；”是人不認識祂，並非
祂不可認識。人若真心尋求祂，就必定能認識祂；可惜“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
神的”（羅三 11）。
二、台灣人的未識之神
台灣人的神觀
功能神：註生娘娘、保生大帝、媽祖(1.2.3.4.5.6…黑面、紅面、紛面…)
區域神：土地公、三界公、五營將軍、媽祖、關公…
＊台灣人一個未識之神 天公
沒有偶像、有名無相、紅布條…
＊台灣人的未識之神：阿彌陀佛
常聽人家在唸「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是唸咒語？或是在指一位神明？問了很多人拜拜的人，他們的回答都類似：師
父說唸就會保平安，唸就好，不必管太多。
如果拜神明，拜了一輩子，仍是「舉香隨拜」那豈不悲哀？這就是台灣人、中
國人的悲哀。習慣就好、傳統就好，結果，拜一世人；甚至拜了三代、祖宗十八
代，還是不知道自己在拜什麼？
「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其實是梵文
「南無」 依靠、信靠、歸向、迴向、致敬之意。
「阿彌陀」 無量、無邊、四極八方、無極無終。
「佛」 「覺者、聖者、賢者」。覺悟者。
「阿彌陀佛」意即：無量無邊、無極無終的那位聖者。
「南無阿彌陀佛」意即：向無極無終的聖者致敬。
釋迦摩尼也唸「南無阿彌陀佛」
，那這句話就不是向著他唸，也不是唸給他聽，
那又是唸給誰？
福音的媒介
三、未識之神
保羅面對雅典人的「未識之神」
，他意識到人的無知、人的徬惶及人對生命未
來的害怕。他轉而介紹給人那位「天地之主、生命之主」給人認識。他成了一位
供應者、解惑者、介紹者
未識之神
保羅福音的媒介
1)神造人；非人手所造
2)有限的人，即使覺悟成佛(釋迦摩尼仍是有限者)仍需救贖
3)台灣人的天
上帝
4)南無阿彌陀佛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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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耶和華為咱行大事」

聖經：詩篇 126 篇

一、感謝上帝互咱對撒但手中得到解放

二、感謝上帝為咱行大事

三、咱欲為著收割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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