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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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關懷區區長至辦公室領取 2018 年度月曆。
2. 本會訂 12 月 24 日 09:00 舉行「聖誕節讚美禮拜」，10:30 聖誕節慶祝活動，12:30
聖誕聚餐(300 元/人，請至辦公室登記、繳費，12 月 20 日截止)。
3. 12 月 24 日禮拜後慶祝活動，除了教會提供禮品供摸彩外，歡迎兄姐也提供禮品
（請於 12 月 20 日前送交辦公室）。
4. 本會訂 12 月 27 日(三)關帳，請需要請款的同工、團契注意請款日期。
2017 年 12 月 31 日(日)檢帳，各團契、機構會計務必於當日提供傳票、簿冊備檢。
5. 本會林敬峯弟兄於 12 月 5 日蒙主恩召，享年 58 歲，請為遺族代禱。
6. 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系列慶祝活動–「台灣首部典藏印刷機展」，解說時段：
12 月 10 日(日)共三個時段，10:30、13:30、15:30。地點：古蹟禮拜堂。展出項目：
印刷機文物展、活字版展、公報社書展。
7. 有需要幼稚園小木椅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
8.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
年紀念冊。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12/10)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徵圖書館志工，2018 年起，時段：週六上午 9-12 時，意者請洽圖書館組或向辦
公室留下聯絡資訊。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今天主日禮拜後 10 點 40 分松年團契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邀請中醫師【程玉
珍中醫師】專題分享老人健康與保健。例會後有慶生會，本月份壽星如下：
鄺豫麟兄、林煇國兄、李幸霓姐等【他們年老的時候仍然要結果子，要滿了汁
漿而常發青】詩篇 92：14【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2. 教會慶祝聖誕節備有表演節目，松年團契受邀參加表演，今天松契例會後請參
加服事兄姐續留松契教室練習。節目表演由邱一雄長老帶領。邀請松契會員共
襄盛舉、同頌主恩。
3. 參加 12 月 15 日松年部慶祝聖誕大會及聚餐人員共 29 名當天上午 8 點 30 分起
開始報到、9 點開始禮拜。桌號 19～21 桌。（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教會
有一台福音車接送，如有需要的兄姐請先告知副會長並於當天 8 點 30 分前集合
於教會。非常感謝副會長的服事。
4. 松年團契會員 80 歲以上壽星：（民國 17～民國 26 年出生者）合計 23 名。90
歲以上壽星（民國 16 年以前出生者）1 名。
5. 12 月第 5 個主日 12 月 31 日主日禮拜、由松年團契獻詩，12/17、12/24、12/31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松年教室練唱詩歌，邀請團契兄姐參與服事，同頌主恩。
6. 12 月 3 日主日下午探訪住院會員朱碧琴姐妹並贈送慰問金一份，祝福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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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張春發弟兄。
五、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2 月 10 日前每週日上午 11:00 於 3 樓主日學教室練習聖誕節慶祝表演節目。請姐
妹踴躍出席！
六、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105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於本日(12/10)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賴承昊、陳楚云等 2 人。
大專院校：江榆婷、張洸郡、張碩恩、賴芝亦、蘇凱琳、喬禹傑等 6 人。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8 日光少年營「溫度」
，時間：2018 年 2 月 1 日(四)13:00~4 日(日)15:00，地
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800~3200 元，網路報名：http://youth.pct.org.tw，
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或額滿截止。
2. 2018 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時間：2018 年 1 月 11~13 日，地點：中華人才培訓
中心（桃園市楊梅區青年路 3 號），費用：3000 元，12 月 22 日截止報名。
3. 篤行教會訂 12 月 17 日(日)15:00 舉行林欣成牧師就任第九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空中英語教室與天韻 年度聖誕晚會，台中場地點：台中東海靈糧堂(西屯區福
科路 243 號)，時間：12 月 11 日(一)19:30。11 月 1 日起請至各基督教書房索票。
＊代禱事項＊
1. 為慶祝設教 120 週年系列活動一「台灣首部印刷機展」順利進行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順利及奉獻代禱。
3. 為林敬峯兄的遺族。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
姐、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
＊本週金句＊
(台語) kìⁿ-nā ka-kī khiam-pi chhin-chhiūⁿ chit ê sòe-hàn gín-ná ê, i tī thian-kok chiū-sī
choè toā.（Má-thài18:4）
見若家己謙卑親像此個細漢囝仔的，伊佇天國就是最大。（馬太18:4）
(華語)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馬太 18:4）
＊下週金句＊
馬太 18: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本週(12/16)由
何中亨長老介紹「蕭松瑞長老」
。請弟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 08:10 禱告會，一起為國
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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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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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3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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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8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10(日)

12/11(一)

12/12(二)

12/13(三)

12/14(四)

12/15(五)

12/16(六)

經節

來 1-4 章

來 5-7 章

來 8-10 章

來 11-13 章

彼前 1-2 章

彼前 3-5 章

彼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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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西亞
信經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17

陳正雄

安靜等候上主

詩篇62:1~12

32

143
80B
86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2/17

陳正雄

安靜等候上主

詩篇62:1~1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0

蕭仁維

上帝與我們同在

出埃及記
20:8-11

19

35,249A,512

同上

＊上週講道＊
【聖誕的期待】

路加福音一:26~38

陳祐陞牧師 2017/12/3

當大家都很忙在預備迎接主耶穌降生的日子前，希望咱心中不可失落上帝欲互咱
的話語，咱要有安靜在主面前的時間，來思考在今年的聖誕，主欲對我說什麼？請咱
打開路加第一章，上帝差天使來對馬利亞報好的消息，在此天使傳報互馬利亞第一個
好消息記在 28v「得著大恩的人啊，平安，主及你佇啲！」30v「馬利亞啊，莫得驚！
因為你得著上帝的恩典。」兄弟姐妹，聖誕節是一個「愛的節日」上帝將他的疼送到
世界，用最卑微的方式，成為出生在馬槽的嬰仔，來向世間人表明他的疼，這個疼不
是只有互小部份的人而已，是在所有受上帝恩典疼的人的中間。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互上帝稱做蒙恩的人，一定是上帝大大賜福他，互他逐項滿
足，很豐盛的一生。總是當我在準備這篇講章的時，上帝互我一個新的亮光。天使給
馬利亞說「蒙大恩的女子啊！上帝與你佇啲。」天使對馬利亞說這句話，接下去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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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要接受的是什麼款的大恩？馬利亞有忽然間變為很富裕、很出名、很有錢、過很舒
適的生活嗎？沒！馬利亞接下去著忍受人的恥笑，互人看輕的日子，因為人無法度了
解他是對聖靈投胎來生嬰仔，連與她訂了婚的約瑟也想要退婚。他必須要忍受艱苦，
忍受人不能接受未婚媽媽的角色。不止按呢，在耶穌一生出來以後，希律王要殺耶穌，
她就要帶著嬰仔逃走到埃及，然後當耶穌大漢開始傳道之時，在遐她看見耶穌是上帝
藉著他的胎來出世的聖子，是一個為世間人來的救主，但她無法度擁有她的子耶穌，
她必須將他讓互世間人，要放手，放到什麼程度？甚至親眼看見耶穌互人釘在十字架
上的痛苦，成為十字架下的馬利亞。兄弟姐妹！請你將這些與這句「蒙大恩的女子」
把它連在一起。在此上帝互我一個新的眼光，什麼叫做「蒙大恩的人」
，不是上帝欲互
你在地上過著很富裕的生活，互你成為一個出名的人，在這個世界蒙大恩的人就是上
帝選召他來負擔上帝給他的角色，來推動上帝旨意，完成上帝的計劃的人。他們或許
要經過許多的艱苦，受人看輕、受恥笑、受捨棄，經過人間尚卑微的生活，但是他們
是蒙大恩的人。兄弟姐妹！當天使給你說你是蒙大恩的人，我盼望你可以看到上帝要
使用你，上帝要使用的人，你就是蒙大恩的人。上帝在眾女子的中間只有揀選馬利亞，
互他成為耶穌的母親，成為聖母馬利亞。開始用上帝的眼光來看恩典，或許你現在的
處境在人的眼光來看真正不算什麼；或許你現在所負擔的角色你並無滿意，上帝在這
告訴你「蒙大恩的人」
，就是他要選召你來進入他的國度，成為他所用的人，在神的國
度裡面來成為推動他旨意的人，你受選來擔當這個角色，你就是蒙恩的人。
馬利亞受選來負擔這個角色，天使在此給伊講「你所要生的兒子，他欲稱為至高
上帝的子，上帝欲用伊的祖大衛的位互伊，伊欲做王佇雅各的家，直到永遠，伊的國
也無窮盡。」聖誕節是什麼？上帝的子耶穌臨到世界欲做王，他要來管理人的心，要
來管理這個世界，上帝的國度欲佇世界來建立，他的國永遠無窮盡，所以咱的眼光，
必須放大，不是在聖誕的時參加派對、聚餐、狂歡經過一暝，而是上帝的國臨到這個
世界，是上帝的子臨到人的心，來管理人的心，這就是今仔日天使要互你好消息。宣
告說耶穌基督出世臨到世界就是要做世界永遠的王，他的國永遠永窮盡，有影嗎？今
仔日咱看過去強大的羅馬帝國在哪裡？該撒大帝在叨落？希臘強盛的日子在叨落？有
一個王國在那永遠存在嗎？沒！今仔日耶穌基督成為王那個王國是永遠無窮盡，你要
聽天使所說的話。
讀者文摘雜誌社曾派一個記者到伯利恆採訪，他有寫一篇文章「一位懷疑者到伯
利恆」
，馬肯是一個記者，他要來訪問伯利恆，在耶穌出世的所在，有蓋一間教堂在紀
念耶穌。他說當他坐在教堂角落等這些來來朝聖來參觀的人離去，他可以拍照，他說
當他在那看見，有的人在胸前畫一個十字架，有的人來在頭前跪下虔誠祈禱，但大部
份的人是來看風景的。當他坐在遐的時，忽然間聖靈來感動他，互他心內有一個「為
什麼」，他開始問他自己，為什麼這位耶穌 2000 年前出世，今天世界有一半人口成為
他的信徒，在 2000 年來為著他獻上生命的人這呢多，為著基督信仰甘願犧牲的人這麼
多，為他寫的詩歌這麼多，唱 了，為著他寫的書全世界是最多的。為什麼聖法蘭西
斯甘願站在法庭，當他的父親說，你若要做基督徒，你就不能承接我的財產，他說我
願意跟隨耶穌的腳步，就放棄承接他父親財產的權利，從法院走出去，成為一個最喪
鄉的人，穿粗布的衣，開始行街路傳福音，將上帝臨到人間的疼來實現出去，去照顧
那些麻瘋病人，抹他們的傷，替他們洗身軀，他這樣還不夠額，在一個禮拜日跪在台
前求上帝說：
「上帝啊！求你互我體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痛苦。」上帝就互他在遐經
驗這一幕。這個馬肯就開始在遐思考這些問題，為什麼？為什麼？他說一位懷疑者來
到佇伯利恆，他來時是要了解要分析，在知識上要來探訪這位耶穌，總是他說：
「當我
從遐出來之時，我有一個結論，我說『耶穌基督！你若不是永遠未曾來過世界；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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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是你現在是確實活啲，因為若不是你今仔日活在這個世界，是按怎今仔日福音
所到的所在，人的心會改變，人的心會真正去經驗到與主往來的喜樂，人的心為什麼
有真正的平安臨到。耶穌基督是什麼人？你的國永遠無窮盡，你就是王。你要來管理
人的心，人的心若無互耶穌基督來管理，人永遠是一個失喪的人。天使在此的宣言，
盼望你閣一次來聽，
「他欲來坐大衛的王座到永遠，祂的國永遠無窮盡」因為伊是神，
今仔日你有確認這個耶穌基督嗎？你有接受他做你的王麼？
二、這個天使給馬利亞說「聖神欲臨到你，至高者的權能欲致蔭你。」兄弟姐妹，
咱要怎樣在神的國度成為神所使用的器具？咱本是一個污穢不配的人，但是上帝今仔
日因為疼咱，來出世做最卑微的嬰仔耶穌，他來擔咱的罪，閣死在十字架，因此聖靈
會當來臨到咱的身上，聖靈用他的能力來遮蓋咱。今仔日有許多人互自己的罪來遮蓋，
互過去自己的失敗、創傷來遮蓋，常常就是活在驚惶、罪惡感、痛苦及失望的中間，
在伊頂面所遮蓋他的就是那些黑影。耶穌來他欲成為新的影，就是聖靈欲遮蓋你，這
就是天使互你的好消息，他不是只有報你耶穌出世，伊又報你聖靈的能力你亦可以得
到，聖靈的遮蓋你亦可以得到。天使最後閣說一句非常有力的話，是聖誕的好消息，
37v「因為上帝所講的話，無一句無力。」在英文聖經翻為「在上帝，沒一項 會。」
在聖誕的時你有聽到這句好消息嗎？現在你有什麼重擔嗎？天使說「上帝的話無一句
無帶能力的」
，意思就是上帝若按呢講，代誌就欲按呢成，在聖經裡面，上帝所說的話
他就欲照按呢成，上帝說「馬利亞你欲對聖靈懷孕生子，這個子欲做上帝至高的子，
他的國無窮盡」
，他的話沒有一句無帶能力，這就是咱祈禱的確信，照上帝所說的來相
信，這個人就欲經驗聖靈的能在他的身上。38v 馬利亞講「我是主的女婢，情願照你
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兄弟姐妹！什麼人會當成做蒙大恩的人，咱大家都真意愛，上帝若特別疼我，那
該有多好，但是祕訣在哪裡？為什麼上帝在眾女子的中間會選擇馬利亞來成為耶穌的
老母？請你特別看 46v 馬利亞說「我的心尊主做大；我的神因為救我的上帝來歡喜」，
這款的人，就是蒙大恩會當互上帝歡喜的人，因為他的心常常是欲高舉神，他的心常
常以救他的上帝來歡喜，他的歡喜不是在佇別項成就，是在佇上帝是他的上帝。
聖誕節你有什麼期待？你有期待成為上帝所特別疼的人嗎？學習馬利亞尊主做
大；學習馬利亞講「我是主的女婢，情願照主的話來成就」這叫做世界最有力的祈禱。
有馬利亞順服於上帝的旨意，才有耶穌基督來出世；有耶穌基督誕生才有今仔日神的
國度，才有今仔日的救恩。從馬槽到各各他，到復活到坐佇寶座上做王的耶穌。上帝
國度就是對彼個至卑微的來開始，上帝要用一個人是對人的順服來開始。
兄弟姐妹！你有什麼掙扎嗎？有什麼你 當放落的東西嗎？致教到今天上帝仍不
能來使用你，但願天使來對你宣佈的時，你會當講「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上帝的旨
意來成。」今仔日上帝欲佇咱中間興起他所要使用的人，上帝在聽候你的回答，很多
時候咱事奉是漢呢計較，漢呢有限，上帝要咱徹底降服，互伊的旨意行在咱的身上。
在今年聖誕節來臨之前，期待咱兄弟姐妹，能夠對主說「主啊，我願意成為一個得到
大恩的人，加入上帝的國度，成為上帝國的一個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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