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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週年紀念冊已印製完成，請在籍兄姐至辦公室領取(每戶一本)。
2. ★本會訂 12 月 22 日(週日)慶祝聖誕節，一、二堂禮拜合併，禮拜時間：09:30。
會後舉行慶祝活動，中午 12:30 聚餐，每人 300 元，請有名的「苦瓜師」專業辦
桌，歡迎教會兄姐邀請親友參加一年一度饗宴，預定辦理 30 桌，請至辦公室登記
報名繳費，報名至 12 月 19 日截止。
（22 日當日上午，地下停車場請勿停放車輛）
3. ★十二月 25 日(三)晚上教會報佳音活動，19:30 舊禮拜堂練唱，20:00 出發，預計
21:20 回到教會，當晚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4. ★本會訂 12 月 29 日(日)12:00 為今年度關帳日（最後請款日）；2020 年元月 5 日
檢帳，請相關同工、各團契會計注意。對外獻金部份，請兄姐於 12 月 22 日前奉
獻（29 日只收「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獻金），以利作業。
5. ★大里教會於今日(12/15)15:00 舉行設教 120 週年感恩禮拜，14:00 教會集合出發。
6. ★台中市十字園第 11 屆董事/委員聯席會議訂 109 年 1 月 4 日(六)上午 09:30 於
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敬邀董事、委員同工、牧師顧問撥空蒞臨參加。
7. ★12 月 21 日(六)上午 08:30 於東海市立火葬場追思園華嚴廳舉行許允中弟兄告別
禮拜。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
1. 聖誕節(12/22)禮拜後之慶祝活動，邀請各團契、個人參加演出，請於今日(12/15)
前將表演節目（含時間）交給張麗真執事，以利安排節目。
2. 邀請兄姐奉獻提供聖誕節慶祝活動抽獎摸彩禮品，請有意願奉獻提供的兄姐，
將相關禮品送至辦公室，謝謝；並託請張麗真執事、高雅智執事協助點收列冊。
截止時間：12 月 15 日。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2 月 15、22、29 日(週日)早上 08:00 於松年會館練歌。
三、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12/15)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雅各書 5 章 7~10 節。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今日(12/15)10:30 召開委員會，地點：松年會館，請新舊任委員出席，討論 2020
年事工，當天月例會暫停。
五、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男聲合唱團於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 7:30 練歌，謝謝團員配合。
六、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兄姐如有想看的書，歡迎推薦給組長列為購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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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蔡宗良執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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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聯合待降泰澤祈禱會–為香港祈禱（待降節以祈禱詩歌和靜默，安靜紛擾與焦慮
的心），時間：12 月 18 日(三)19:00~20:30，地點：篤行教會。
2. 壽山中會高松教會訂 12 月 29 日(日)14:30 舉行許宗光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2020 年總統及立委選舉代禱，求主保守台灣能享有民主、自由的社會。
2. 為聖誕節籌備事工代禱。
3.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簡安祺老師、何家卉(左耳恢復聽
力)、張和邦兄。
5. 為許允中弟兄的遺族代禱。
＊本週金句＊
(台語) Hiaⁿ-tī ah, só͘-í góa in-ūi Siōng-tè ê lîn-bín khǹg lín hiàn ka-kī ê seng-khu chòe chè,
sī oa̍ h ê, sèng ê, Siōng-tè só͘ hoaⁿ-hí ê; che sī lín sîn-lêng ê ho̍ k-sāi. (Lo-má 12:1)
(台語)兄弟啊，所以我因為上帝的憐憫勸恁獻家己的身軀做祭，是活的，聖的，上帝
所歡喜的；這是恁神靈的服事。 (羅馬 12:1)
(華語)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 12:1)
＊下週金句＊
傳道書 12:1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08:10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
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12/21)早禱會暫停一次。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2/15(日) 12/16(一) 12/17(二) 12/18(三) 12/19(四) 12/20(五) 12/21(六)
啓8
啓9
啓 10
啓 11
啓 12
啓 13
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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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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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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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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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陳祐陞

對基督降世來
看上帝與咱的
關係

馬太福音
2:1~12

39

70
68
41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5

報佳音

同上

＊上週講道＊
【接納的福音】

羅十五:7~9

蕭仁維牧師 2019/12/8

前言：
今天是教會曆待降節期的第二主日，在這個主日我們要以預備、信心來默想。電
商是現代購物的一個主流，許多人會透過購物平台來消費，也享受著在等待的過程，
不管是 24 小時到貨還是限時專送，這樣的期待也包含在購物的樂趣裡面；等待不再是
苦悶而是另一種驚喜。我想，在當代福音的視野裡面，這樣的期待是包含著信心的；
因為救主已經為我們來誕生。
而今天也是普世聖經事工的記念主日，聖經公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傳遞，就是：
現代人的福音。對此，我們要透過今天的經文，來思想對於當代的我們有什麼樣的啟
示。
本論
1. 榮耀上帝是互相接納
接納是一種社會文化中崇高的展現；日前德國兩大豪華汽車品牌的廣告文宣中有
著這樣的一段話，Benz 公司慶賀 BMW 公司百週年生日快樂，但卻在後面附加了一句，
沒有你的前 30 年很無聊；這兩間德國知名車場，並沒有發出強競的豪語，反到以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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詼諧的方式來表現，進而雙雙成為德國代表之作。接納包容的藝術在於肯定對方，卻
也沒有否定自己的立場。
在今日經文背景中，羅馬地區的教會，可能是在五旬節的時候領受聖靈歸主而建
立的，這間教會的信心得到保羅的稱許，
「1:8 首先，藉著耶穌基督，我為你們大家感
謝我的上帝，因為你們的信心已經傳遍天下。」羅馬書。這地區的教會信心典範受到
稱許，但保羅更進一步指出，接納是這地區教會要學習的功課。在福音剛傳開的初代
教會中，特別的是，教會的聚會已經打破了種族以及地區，彼此共融在一樣的團體聚
會中。
然而在不同的背景文化及種族的聚集中，會遇到彼此文化差異以及習俗的問題；
特別在文化以及社會的差異下，飲食、信仰禮儀、或是割禮等都從文化演變成為信仰
問題。這樣的挑戰在於帶著猶太教文化背景的猶太人，以猶太教的禮儀來崇拜、理解
基督，而新加入的外邦人信徒，在信仰禮儀上卻無法同步；同樣的熱誠，不同文化的
背景，產生了信仰的衝擊。
這是初代教會的問題，然而在現代的我們，於宣教分享福音的角度，可用以省察
我們的宣教觀；我們是帶著什麼樣的立場去分享福音呢？是以著基督教文明的高姿
態，還是感同身受的同理來分享福音呢？
在接受福音之前，我們的生命沒有一個確實的信心以及盼望。在領受福音後，我
們能夠得著是有極大的恩典。7v 告訴我們，因為基督有接納我們，這是一種先了解而
後學習的功課。接納是一種很大的愛與生命的關懷，特別是我們發現自己的不足而對
方卻無條件的接受，這是很大的鼓勵；所以每當我們省察這樣的領受後，我們該用如
此的心志來對待我們周圍的人。
當我們認識基督，且了解基督受人的差用，是要顯現上帝的信實，而這個信實是
在千年之前，上帝對於以色列列祖的應許。這樣的承諾表彰了上帝的應許與確信，這
也是對我們展現最大的友誼關係；特別這是神跟人的立約。而最終成全的是最尊貴的
耶穌基督。這是跨越血緣的關係，因為我們同是外邦人，蒙上帝憐憫的救恩，這是在
我們的處境文化中的重要的覺醒。
2. 委身是更深的信仰告白
曾經在台灣社會企業界成為一時話題的台灣<大誌>雜誌，因為透過銷售通路來幫
助街友，受到各界的矚目。這一份雜誌透過銷售，讓一半的獲利回饋給街友，讓許多
人因此得到幫助。在 1991 年 9 月 1 日，在英國誕生了第一份《大議題》雜誌，也就
是台灣《大誌》雜誌的前身。這份雜誌的創辦人是兩名企業家約翰.柏德與戈登.羅迪克，
而這兩個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曾生長在貧民區以及在街頭流落過，後來在酒吧裡相
遇。他們先是看見在街頭謀生的街友生活的處境，而激發一個想法，可以來做一份可
看性較高報紙來讓街友們販賣；因為柏德曾經在紐約看過街友們販賣報紙，但是由於
編輯不佳品質普通，讓購買的人多半是出自於同情。後來做印刷的柏德與經營美體小
舖的戈登一同創立大議題雜誌，透過切身的經驗來幫助這些街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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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感同身受而願意付出，這是大議題雜誌創力的開始。v8 的經文描述中，耶穌
成為上帝的執事，更是如此的表徵，有著尊貴君王的樣式，卻謙卑成為奴僕的服事；
也因為成為人，與人親近。
若我們查看耶穌基督成為受割禮人的僕役或執事這樣的身份，可以清楚的理解，
這樣的委身極大的順服。因為他沒以榮耀的身份高高在上的來統治人類，反而委身與
我們一起生活。這個身份不僅是管家般的卑微，高度的展現更是帶著權力的支持；相
對的，當我們領受福音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就是代表以及承接這樣的福分。而這樣的
身份是要在上帝特別的時間來幫助以及服事人。
加拉太書的經文幫助我們了解，
「6:1 兄弟姊妹，若有人陷落過失，恁諸個屬靈的
人著用溫和的心給伊糾正。恁家己嘛著小心，才免受引誘。6:2 著分擔重擔，按呢做
才是啲實現基督的律法。」
。彼此分擔重擔是實現基督的律法，當堅強的弟兄扛起軟弱
弟兄的軟弱，而軟弱的弟兄在堅強中學習，我們才得以完全來學習，基督成為奴僕的
樣式。
彼此接納實現在基督徒的心中，也在家庭中。若能領受保羅的勸勉，而效法基督
的榜樣，這樣的接納將是毫無保留的，因為以愛心彼此相待，就因此榮耀神。
所以擁有未信者的朋友很重要，因為這是我們傳福音的機會；接納的原文有 : 接
待到自己家，或是接納到熟人的圈子，也有邀請一同吃飯的意思，如同耶穌基督也與
賣他的猶大同桌。
基督的接納就是神的接納；基督所接納的，也就是神所接納的。凡神和基督所接
納的，不管信心的程度如何，也無論對道理的看法如何，以及屬靈事物的作法如何，
即或是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都要學習互相接納。
【結論】
彼此接納的前提，我們需要了解的是，我們要先委身，才有可能讓這樣的狀況來
產生。信徒要彼此接納，才能榮耀神；而信徒彼此的接納，必須如同基督的接納一樣，
才能榮耀神。相對的，當我們展開雙手願意接納為信的朋友，那麼基督為我們誕生的
盼望就再次的顯現。
「15:4 早前所寫的攏是為著欲教示咱來寫的，互咱對忍耐及聖經的安慰得著向
望。」羅馬書。點燃待降節第二支蠟燭是表彰盼望、信心，我們可以為一名未信者提
名代禱，願救主的盼望臨到這位朋友，也願神為我們帶來真實的盼望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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