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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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是「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
，請大家關心退休傳教者生活，今日禮拜由陳
正雄牧師主理。也多謝台中科技大學長青團契用詩歌帶領咱敬拜上帝。
2. 下禮拜日（3 日）舉行 2016~2019 年長老（12 名）
、執事（4 名）及 2016 年各
團契機構首長授職禮拜，請就任人員務必參加禮拜。
3. 本會 2015 年度訂 12 月 29 日關帳，恕不受理跨年度的支出憑證，請各單位配
合。2016 年 1 月 3 日查帳。請各單位、團契備好傳票、簿冊，送至小會會議
室檢帳（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張麗真、顏美玲）。2016 年 1 月 16 日中
會檢帳。1 月 10 日(日)上午 11 點編列 2016 年度預算，請小會員出席。
4. 禮典組訂於 12 月 27 日(今日)中午用餐時段於松年會館舉辦一場「柳原教會
104 年重要紀事攝影回顧展」，屆時歡迎會友前來觀賞。
5. 2016 年第一季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到，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12 月 30 日(三)晚上 8:00 台中中會二區教會在本會舉行 2015 年年終感恩讚美
禮拜並恭守聖餐，本會請王文良長老捧餅、洪添裕長老捧杯、廖寶蓮長老司
獻。
7. 原訂明年元月 2 日於潭子聖教會舉行的張得祥長老告別禮拜，因故暫緩。
8. 請弟兄姐妹在粉紅色決志卡中填寫你最關心的親友姓名（1~2 人），並於禮拜
中投入奉獻袋內。教會將在 2016 年持續為這些人生命得救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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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12/27)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歌羅西書 3 章 12~17 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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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

何秋萍
高雅智

葉美玲/張以諾
卓啓煌/卓澔婷

廖寶蓮
謝理明

盧金梅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洪泰陽
何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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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1. 有意參與 2016 年主日插花服事的兄姐，請向張豐智執事接洽，以便安排服
事工作。
2. 禮典組開辦 2016 年度主日插花認捐活動，弟兄姐妹可選定您的生日、結婚
紀念日、受洗日…填入姓名及日期於教堂後方認捐表內，辦公室再依表通
知辦理，每次認捐金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三、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每月第三週獻唱，每月第一、二、四週練習時間：10:30~11:00，12/27 因中科
大長青團契獻詩，頌聲休息一次。
四、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請聖歌隊員 12 月 30 日(三)晚上 07:20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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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家庭：楊蘇英妹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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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6 日光少年冬令營–進擊的日光 2.0」，時間：20216 年 2 月 11 日
13:00~14 日 15:00，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800 元(12/31 前 2500
元)，詳見 http://youth.pct.org.tw。
＊本週金句＊

Goān Iâ-hô-hoa sù-hok lí, pó-hō͘ lí; Goān Iâ-hô-hoa hō͘ I ê bīn ê kng chiò
lí, si-un hō͘ lí.（Bin-sò. Kì-liók 6:24~25）
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民數記
6: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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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日)

12/28(一)

12/29(二)

12/30(三)

12/31(四)

新
眼
光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119:145~152

119:153~160 119:161~168 119:169~176

120

1/1(五)

1/2(六)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上

1:1~52

2:1~46

＊代禱事項＊
1. 在氣候變化溫度降低的季節，求主保守咱年長的兄姐，有健康的身體。
2. 明年度教會事工代禱以及下週就任長執及各團契機構首長代禱。
3. 為 2016 年元月 16 日總統大選祈禱，求主互台灣能夠選出合祂心意的領導者，
帶領台灣突破現有的困境，為台灣前途帶來光明來打拚。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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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寶
蘭姐、王春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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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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 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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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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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六

08:10~09 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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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陳祐陞

如何經營新的
一年

林前九:24~27

15

73、297、
226、513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3

蕭仁維

行動的基督徒

徒九:1~1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6

陳正雄

我們是管家而
非擁有者

彼前四:7~11

1

338

同上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101 首 大家大歡喜，讚美來吟詩
作曲／韓德爾 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
作詞／Geistliches Volkslied
這是大名鼎鼎的音樂家韓德爾的作品之一，也是大家均很熟悉的一首。
韓德爾為德國哈勒人，在查豪門下完成音樂教育後，即在故鄉教堂擔任風琴
師。1703 年，遷居漢堡，擔任該地歌劇院管弦樂團員。其第一部歌劇在該地完成，
並在該地上演。1706 年離開漢堡遊歷歐洲，1710 年在哈諾威擔任樂隊隊長，1711
年及 1712 年，兩度訪問英國，不久，成為英國音樂界之領導人物。韓氏在英國，
專寫聖樂，對於英國之音樂，發生深遠之影響，1751 年，雙目失明，1759 年 4 月
14 日，病逝倫敦，葬於西敏寺之詩人祠，享年 74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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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預備心迎接聖誕】
路二:8~21
陳祐陞牧師 2015/12/20
西元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雙方死傷慘烈。西線戰場上德
軍和英軍在比利時的伊玻爾(Ypres)地方開戰，兩軍對立戰線長達二十七哩，各自
佔據了壕溝對峙。而雙方壕溝之間的無人地帶並不寬敞，只有五十至七十碼，可
說是短兵相接。
聖誕節近了，兩軍各自接獲後方送來的許多聖誕禮物，過節的氣氛感染了前
線。聖誕夜那天，一反平日的陰濕寒冷，天氣出奇的好，德軍先在戰壕內外佈置
起聖誕樹及聖誕裝飾，並在入夜時分點起了蠟燭，唱起了聖誕歌曲。
當平安夜的歌聲響起，戰壕的德軍開始唱歌，唱的是德文。歌聲由小而大，
由一小撮人到人人跟著唱。而英軍就在不遠的對面，不但看到了德軍戰壕燈火通
明，也聽到了從對方傳來的聖誕歌聲。於是英軍也跟著用英文唱出聖誕歌曲，與
德軍唱和。
在相互感染的歌聲中，雙方暫時忘卻了白天的敵對。德軍先送過來巧克力蛋
糕和要求停火的紙條，英軍很快地就回應了。兩軍士兵於是展開了為期兩天的停
火協定。雙方彼此交換禮物，也到對方的戰壕裡聊天、抽雪茄，並互相交換姓名
地址。前一天敵的人變成了平安夜的朋友。
第二天聖誕節，大家仍延續前晚友好的氣氛，又唱起歌來，後來乾脆組隊踢
足球，就在兩軍戰壕間的無人地帶舉行。根據一封當時英軍一名醫療隊的少校軍
官寄回家的書信，這場足球賽結果是德軍以三比二贏了英軍。
停戰之日，英德雙方還共同為之前戰死在戰壕中間無人地帶的同伴們舉行了
葬禮，將他們一起埋葬。並一起吟誦《詩篇》二十三篇著名的一段：
「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講這一故事主要是要說明，即使是戰殘酷的戰事，雙方殺的你死我活的情
況下，因為耶穌基督的降生，仍能帶來和平與平安。剛才我們讀到路加福音二章，
我早上要從這裡來分享四點信息，一、上帝差天使來向卑微的牧羊人報佳音。二、
上帝的好消息是帶給萬民的。三、這個好消息的內容是救世主耶穌基督已經誕生。
四、我們不止接受這個好消息，還要去宣揚這個佳音帶領人來認識來敬拜這位真
神。
一、上帝有好消息欲到世間人，是他代先差天使來向牧羊人報這個好消息，
當我讀路加二章的時候，我特別注意到第 9 節”主的天使站在 in 的身邊，主的榮光
圍纍照 in”，上帝為什麼特別選這些牧羊的人來向 in 傳好消息，in 在當時的社會
並沒地位，是很平凡、卑微的人，但是主耶穌降生的好消息卻是對這些人代先來
宣佈，其實上帝看重咱每一個人，不論咱的身份地位是怎樣，上帝猶原漢呢看重
咱。今天咱需要成為一個專心仰望主、單純的人，可能在長期來一直在阻擋咱與
主親近的，是咱用頭殼，用理性要來分析來了解這位愛咱的上帝以致咱聽不到站
在咱身邊主使者的聲音。上帝向這些牧羊的人報佳音，他也要咱成為很單純的人。
當你有一個單純渴慕上帝的心，仰望上岔的時候，主的信息就很容易臨到這種人
的身上。兄弟姐妹，求主幫助咱，會當從細漢囝仔身上，學習 in 的單純及謙卑，
除去咱頭殼內很多的阻礙，來接受上帝已經在 2000 年前宣佈的好消息。
二、上帝的好消息，是要互萬民的。天使給 in 講”莫得驚！因為我報恁大歡喜
的好消息，互百姓攏有份”。是關係著萬百姓的。當我在思考這段聖經的時，我一
直在想全世界所有的人，不論那一個民族都有相款的需要，上帝才會說這個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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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百姓攏有份的。咱平常的需要，不同的人種不一定相同，親像在非洲熱帶的
人，in 不需要穿厚的衣，甚至可以整年不必穿衣，但是在台灣的人就不相同。人
種相同的人，他們的需要也不一定相同，一樣在這塊島嶼居住的人，喪鄉人需要
金錢、食物，好額人需要安全、溫暖，所以親像這種的需要，不是萬民（百姓）
的需要。總是上帝在這所報互咱的這個大歡喜的好消息，是與萬百姓都有關係的
到底是什麼消息？
三、這個好消息的內容即是救世主已經降生在咱中間。11v”天使說：因為今
天在大衛的城，愛人的仔，已經為著恁生一個拯救者，就是主基督”。耶穌基督成
為人來到世間做什麼，他是來拯救咱脫離罪惡，要將他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
路加十九:10 主說”人子來，是欲找失落的來救伊”。保羅也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著
欲拯救罪人，這話句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穌基督來到地上主要的工作
是要救有罪的人，來尋找這些罪人，主耶穌在各所在尋找失喪的人，他來到耶利
哥找到撒該；在撒瑪利亞古井邊尋到那個有五個丈夫的婦人，在加利利海邊找到
雅各、約翰、彼得，不止拯救 in，又使用 in 成為上帝的器皿。在大馬色路上找到
掃羅，到他成為使徒彼得，主耶穌用各種方法找尋人，拯救人，這即是咱今天大
歡喜的好消息，互咱從罪惡中受解放，賞賜平安在咱中間。耶穌基督今天在世界，
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階層，他繼續在做拯救的工作，奇妙的拯救人，改變人，
他恢復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尊嚴，互人感受到上帝的疼。將人帶到上帝的面前。
四、今天我們不止接受這好消息，還要去宣揚這佳音，帶領人來認識這位救
世主。當天使傳報 in 這個好消息，這些牧羊人隨時到佇伯利恆客店馬房，去找這
位嬰兒，天使互 in 的記號是”一個嬰仔，用布包著，睡在馬槽內”。我相位 in 去到
客店，代先就是跑去到馬槽裡去找嬰仔，在馬槽內他找到嬰仔，在那來拜他。In
不止將這個歡喜的信息分享互馬槽內所有的人，in 又回去宣揚這個好消息。這也
是咱今天來到教會，歡喜欲慶祝聖誕節之時，所要有的一個回應，上帝漢呢疼咱，
咱需要來回報伊的疼。
兄弟姐妹，咱每一個人只不過是上帝一個小小的器具，成為上帝使者來到這
個世界，來完成宣教的使命，二個月前感恩節禮拜中有十位兄弟姐妹在此受洗，
十個人中間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阮需要平安，阮需要新的生命，需要上帝賞賜
阮氣力引導阮生命的方向”。在耶穌基督的內面，這些攏要給他們，因為除了耶穌
基督咱沒有別的拯救盼望。
在今年的聖誕節，咱有慶祝活動，教會夜景佈置得很漂亮，有讚美禮拜、又
有聚餐，牧師要求你做一項工作是你做得到的，在今天週報中有夾一張粉紅色上
面寫 Merry Christmas，在下面有一張決志表，兄弟姐妹咱做基督徒或許很久了，
你豈曾帶領一個人來信主，希望咱在 2015 年聖誕節，你可以立志在 2016 年我欲
邀請一個人（或是二個人）來信主，你將你欲邀請對象姓名及你的大名寫在上面，
在今天或是下主日，投入在奉獻袋中，咱教會欲在明年來為這些人得救來禱告，
互這成為在 2015 年聖誕節你對上帝最美的回應，願主來成全互咱也成為一個對人
傳報大歡喜的消息的使者，同心來禱告。
親愛的主多謝你為阮出世在這個世界，2000 年來你繼續用你的愛來疼阮，用
你的慈愛來吸引阮，主啊赦免許多在你面前欲用阮的理性，有限的知識來了解你，
以致有時阮離你很遠，幫助阮學習用細子單純、卑謙的心來順服你。
在聖誕的時阮欲再一次來回應你的愛，決志在 2016 年引導一個阮尚關心的親
友來到你的面前，求主幫助阮，也成全阮對你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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