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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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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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2 月 5 日(二)舉行「新春稱謝禮拜」，禮拜時間：9 點 30 分。
2. 2 月 6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3. 辦公室於 2 月 9 日開始上班。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2/3)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耶利米書 1 章 4~10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下週主日(2/10)舉行例會、慶生會，主理：卓榮造委員，2 月壽星：林靜萍姐、
蔡串煉兄、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吳睦麗姐。
2. 松年團契歡迎大家加入事奉。
3.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2 月 3 日(日)適逢過年，頌聲合唱團練歌暫停一次。2 月 17 日(日)禮拜後 10:20
請留步練歌。
2. 2 月 17 日(日) 10:40 舉行月例會，地點：1F 松年會館，司會：王美莉長老，
主理：王仁博長老，主題：「ON&ON」。
四、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五、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由湛聲樂集主辦「聖詠抒情」音樂會，時間：2 月 16 日(六)15:00，地點：柳原
教會。演出者：女高音/林欣瑩，男中音/林宏宇，鋼琴/易繼心、楊湘玲，單簧
管/楊嘉明。曲目包括許多藝術、宗教歌曲，請兄姐踴躍參加。
2.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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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今年教會推動的事工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3. 明天就是農曆除夕，全家團圓，求主保守咱全家在基督裡面享受愛與和諧的生
活。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曾財成兄、陳增隆兄、許榮祥執事。
＊本週金句＊
(台語) Chhin-chhiūⁿ Jîn-chú lâi, m̄ sī beh chhe-ēng lâng, sī beh hō͘ lâng chhe-ēng; koh
hiàn I ê sìⁿ-miā, lâi sio̍k-hôe chōe-chōe lâng. （Má-thài 20:28）
(台語) 親像人子來，呣是欲差用人，是欲互人差用，閣獻伊的生命，來贖回多多人。
(馬太二十:28)
(華語)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馬太二十:28)
＊下週金句＊
詩 1:1~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2/9)早禱會暫停一次。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休息，2/21 恢復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2/3(日)
代下
21-22

2/4(一)
代下
23-24 章

2/5(二)
代下
25-26 章

2/6(三)
代下
27-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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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四)
代下
29 章

2/8(五)
代下
30-31 章

2/9(六)
代下
32-3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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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李宇平

常常祈禱，
不可灰心

路加十八:1~8

53

409
42
399

新的誡命

2/10

李宇平

路加十八:1~8

-

-

同上

2/13

陳正雄

馬太六:5~15

46

196、570、388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常常祈禱，
不可灰心
藉禱告來與上
帝溝通

＊上週講道＊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

約翰一:1~18

陳祐陞牧師 2019/1/27

約翰福音是耶穌的學生約翰所寫的，他與耶穌一起生活 3 年半久，在遐認識耶穌
是什麼人，來寫這本約翰福音。約翰福音是四本福音書中最深且是內容最豐富的一本，
今日咱的題目是「他來到自己的地方」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是來到他自己的所在，
是按怎說，今天我欲與咱對三字來說起，第一字是「道」
，二是「光」
，三字是「活命」。
一、打開你的聖經，在第一節說「佇起頭有道，道及上帝相及佇啲，道就是上帝」。
這個道在英文聖經翻做 the word 是話，原文 Logos 這個道或是話就是耶穌本身，所以
在此你若把道讀成耶穌，你就較容易了解，
「佇起頭有耶穌，耶穌及上帝相及佇啲，耶
穌就是上帝。」一個人若真正認識耶穌基督，咱才能當接受他所要帶互咱的，設使咱
若不知耶穌是神，看他只有是人，咱只有能當尊敬他而已，因為他所說的道德標準實
在是真高，但是與咱的生命並無關係。耶穌基督是神來到世界，他來到世界成為話，
因為神是靈，咱聽不著，看不著，的確要成為這個話來說到咱聽有，咱才會當了解，
他就是那個話。這個話佇原起頭創造世界的時就有，創世記第一章，上帝在創造世界
之時，聖經 3v 說「上帝說『著有光』
，就有光」
，所以在創造世界之時，是三位一體的
神作伙來造這個世界，上帝說「那個話」就是耶穌基督，那個話是有力的話，說按呢
就是按呢。所以耶穌來到世界，他佇 3 年半久傳道生涯中間，他的話帶有能力，當睛
瞑的人來到耶穌面前，耶穌說：
「照你的信給你成。」睛瞑的得到看見；癩疴的人來到
耶穌的面前，耶穌伸手來摸他說「我肯，你通清氣」
，癩疴的連鞭清氣，因為耶穌是神，
成為有力的話來到這個世界。當咱無法了解神的話的時，咱無法了解神；的確互咱聽
有，咱才會當了解。耶穌基督就是這個翻譯者，他來替咱翻譯，所以耶穌就是那個話，
是 word，是話語，今天這個話在咱內底成做有力，會感動咱。
二、耶穌不止是那個道，耶穌閣是那個光。5v 約翰說「光照佇黑暗，黑暗無接納
他。」就是說這個光來到這個世界，不過世界無了解他，不識他是上帝的真光，沒接
納祂。不知這個光的寶貝。咱都曾經有停電的經驗，這幾年來較少停電，可以打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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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或手電筒，以前就不一樣。人在黑暗中何等需要這個光來到佇咱中間。耶穌基督是
世界的光，(1)這個光是要做什麼？要報咱知一個方向，從這走到永生的方向，有了光，
人才有方向，知道要怎樣走。(2)這個光要做什麼？人攏想說我真好勢，但當光照來之
時，人才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性。(3)這個光是上帝的光，也是慈愛的光，許多人
在認識、接觸耶穌基督的時，會感覺耶穌親像一個溫暖的光，將自己包起來，是慈愛
的光，在聖詩 620 首是 John Henry Newman 所寫「愛疼真光大黑暗包圍中」，這首歌
中說起耶穌基督在黑暗中愛疼真光，是帶領你慈愛的光，你若接受這個光，你會感覺
有溫暖，有疼有歡喜，因為這個光是耶穌基督的光。多少人在黑暗中呣識上帝的時，
艱苦無助，在接受耶穌基督以後，在遐有光照入來，內底(面)光起來，整個人就成為
不一樣充滿喜樂，閣會當幫助人，互人生有方向。
Catherin Marshall 寫一本書叫神與我，裡面描述一個真實他遇見的故事，在 1924
年美國中西部一位判官，判一個 16 歲的青年，第三次判刑，這位青年少年時就搶劫、
搶銀行、殺人什麼事都敢做，他從小立志要做一個讓警察聽見他名字就會驚的那種人，
他名叫 Stoic，父親是基督徒，這個老父每日為他兒子迫切祈禱沒灰心，但在這青年來
悔改以前，父親就去世，不過父親祈禱的力量繼續沿下去，互這孩子得到重頭生。有
一日當他互人關著時，他想欲逃獄，就計劃捉副典獄長為人質，但計劃沒成功，洩露
人將他關在地牢中（最底層），沒有人曾從那裡活著出來，最多是活 15 天，因為在那
白天把人吊起來吊 8 小時，每日只有一片臭酸麵包及一杯水，晚上把你放下來，互你
睏，在遐人很快就死去，這個 Stoic 在地牢裡也是按呢，已經快死了。有一晚當他躺
在冷又暗的地牢之時，耶穌基督向他顯現，有光照進來，耶穌出現在地牢中，他馬上
認出他是耶穌，就開始有一個意念說「我怎會如此傻，我的人生都用來欲害人，設使
我人生若用來利益人，互人歡喜，那該有多好！」當他互光照到之時，他看到自己的
污穢，他開始祈禱，「主耶穌求你拯救我，擦消我的過犯，用你光照我，拯救我」，耶
穌基督奇妙的光就是按呢，光照到的地方，互人成為不一樣，互人得到改變，關 15
天以後沒死，典獄長放他出來，經過治療身體好起來，在獄中重新表現出新的生命，
每人都驚嚇到，後來提早 5 年假釋出來，放出來後他專門在監獄傳福音，四處演講、
見證、導人來信上帝。作者 Catherin Marshall 在 1954 年來加州探訪此人，住他家一夜，
她說 Stoic 只有小學畢業，不過在那時已經寫了 8 本書，上帝的光進入人的心中，會
改變人，這是沒法度解釋的，只要你歡喜互這個光照入來，這個光就會改變你，真正
奇妙，這麼歹的人，能當成為有路用的人，利益人、幫助人。他對 Catherin 作見證說：
「聖靈藉著榮耀的耶穌基督，臨到我生命的中間做許多事，雖然我沒有很多恩賜，但
我今日是每日依靠耶穌基督結聖靈的果子。」兄弟姐妹，今仔日這個光繼續佇世界在
照，耶穌說：「我是世間的光，隨我的人無行佇暗，反轉欲有活命的光。」（約八:12）
今仔日人不免閣行在黑暗中，那個光欲佇你內面，成為活命的光，導你行人生的道路，
互你知人生正確的方向，互你有氣力行在光明中間，耶穌基督是光來到這個世界。
三、耶穌基督是活命。9v 這說：「這個光是真光照光世間人，這個光又是活命的
光。」活命與光這兩字是約翰福音的主題，你若讀約翰福音之時，這兩字一直在重覆，
活命與光，約翰在此非常強調耶穌基督就是活命，這個活命就是上帝的活命，上帝的
活命與咱的活命不一樣，是永遠的，是聖潔的，是無瑕疵的，上帝欲將這款的活命來
置在咱的裡面，互咱會敗壞的人性能夠改變，變為新的活命，永遠的活命，有親像上
帝的活命，今仔日咱接受耶穌基督的人就有領受此種的活命。聖經說他來到自己的所
在，自己的人呣識他，這個世界是上帝的，上帝疼咱到這樣，成為人來到世界，總是
4

世界呣識伊，拒絕伊，沒接受伊，他來是欲帶光與活命互咱，總是人拒絕伊，呣要伊，
耶穌說：見若接納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他就賞賜他們有權柄成做上帝的子兒。
這個光與活命是欲導咱做什麼？導咱成做上帝的子兒，互你有上帝的子的活命在你裡
面，兄弟姐妹，這個活命你有要嗎？這種新的的活命，上帝的活命你有愛嗎？你欲怎
樣得到？12v 是祕訣，12v 在歷史中不知已經影響多少人得到光與活命，當你與人談道
之時，12v 真正是感動人，
「見若接納伊的，就是信伊名的人，他就賞賜他們有權柄成
做上帝的子兒。」上帝賞賜你有權柄成為上帝的子兒是憑什麼？憑你有接受他、相信
他，我歡喜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他是我的光，是我的活命，這是一個「個人的」
的接觸點。有一日一個 30 歲的青年，在他太太回來的時，對伊太太說：「今天新來的
牧師來探訪我，總是這個牧師與別的牧師不一樣，他沒問我有去教會否？有讀聖經否？
他只有問我有耶穌基督的活命嗎？」接受耶穌是你個人活命的問題，不是只有來教會、
讀聖經，最要緊的是你個人有去摸到這個光嗎？有去接觸到這個活命嗎？兄弟姐妹，
在你裡面有光嗎？有活命嗎？你自己知影。今仔日上帝的憐憫臨到佇咱的中間，在你
的家庭有這個光嗎？有這個活命嗎？耶穌基督來不止帶光帶活命，帶上帝的話來，又
帶什麼來請咱看 16v「因為對伊的充滿，咱攏有所受，就恩典續接恩典」
，耶穌又帶什
麼互你？恩典！這個恩典續接恩典，就是愈來愈多，人若在基督裡面，上帝欲互你的
恩典就是愈來愈多。今天上帝的疼臨到世界，這是人類的福氣，你要代先看你裡面有
耶穌基督來住佇我這嗎？因為他來的目的就是欲來踮佇咱心內，來改變咱的生命。耶
穌基督在 2000 年前就來到人的中間，這個光來欲做什麼？欲導咱到佇上帝的面前來恢
復人與上帝破壞去的關係，人與人破壞去的關係，耶穌基督來，來給咱恢復，因為耶
穌是神，他來到人的中間，互咱恢復上帝與咱父子的關係。你是不是有歡喜上帝的神
臨到你裡面來做工？上帝互你的恩典不是保守你一切平安無事，恩典就是在各種的環
境中，互你有氣力來面對環境的挑戰，這就是恩典。
兄弟姐妹！設使在你生活中還有許多埋怨、痛苦，對人、對環境的不滿，請你去
醫院看一些患者，你多看一些，當你出來的時，你就不相款，你還有多少時間能夠吵
架，你還有多少時間來生氣，人生在世間的日子是短暫的、是有限的，沒多久就要過
去，當要過去的時，人無法度再挽回那些時間。我不知你對主常常的祈禱是什麼？我
常常給主說：
「主啊！求你互我行完一世人路徑，當我回頭之時，沒後悔說我為何這樣
做，沒一項後悔，沒一項互上帝失望。」
兄弟姐妹！在你心中有耶穌基督嗎？有光嗎？你有看到你的真象，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教會，在你的身上嗎？重新恢復上帝所帶來的疼，彼此中間用歡喜互相赦免，
用疼來幫助，相扶持行人生的道路。在世界痛苦中「受人拒絕」是一個最大的痛苦，
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世界拒絕他，沒接納伊，又將伊釘死在十字架上，今仔日咱接受
他的人，罪得到赦免，重新與上帝復和，與人復和，咱著歡喜互耶穌基督的光來光照
咱，互他的活命在咱裡面做工，新的活命要有新的表現，互他恩典臨到咱，導咱行人
生的道路。相及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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