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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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舉行聖誕讚美禮拜、各項慶祝活動及聚餐。一、二堂禮拜合堂。
(1)09:00~10:30 聖誕讚美禮拜。
（禮拜後於禮拜堂大門口發給兄姐聖誕糕、香皂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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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地下室停車場淨空，以便辦理餐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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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禮典組訂於 12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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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教會牆面燈飾第二階段主燈(焚而不燬)已經完成，在此感謝：陳慧錦執事、
蔡憲仁兄、許愛琳娜姊、謝理明長老、劉美緻長老，為主燈製作費用的奉獻，
感謝主。
5. 感謝以下奉獻聖誕禮品的兄姐：洪璟華、劉亨利、周淑珍、陳榮美、陳娜美、
林熙亭、林碧霞、詹淑靜、葉慧娜、洪伯宗、卓榮造、何中亨、王美莉、
胡翠峯、張榮璋、徐澄榮。
6. 請第四區（西區）：陳重輝、何祥百、邱一雄、鍾嘉秦、卓靜觀、蔡篤洋、
王英智、劉齊芳、賴麗華、林佑容、蔡宗銘、蘇美麗、賴淑芬、蘇靖淇、
張澤翰、李弘裕、黃文忠，以上弟兄姐妹尚未領到 2016 年月曆者，到辦公室
來領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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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下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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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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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本日例會暫停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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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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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2 月 23 日(三)上午 09:30 舉行 2015 學年度上學期結業典禮。主禮：陳正雄牧
師。新學期訂於 2016 年 3 月 1 日開學，請兄姐關心、代禱、參與。
五、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2/20)成人主日學暫停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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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劉雅玲
何秋萍

胡翠峯/張以諾
胡翠峯/張以諾

羅寶玉/余燕儒
廖寶蓮

盧金梅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洪泰陽
洪泰陽

12/27

六、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本週六(12/26)請聖歌隊員及手鐘團在晚上 06:20 集合，06:30 準時用餐，07:30
練歌、慶生會，地點：松年會館。
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家庭：王曾寶蘭姐、林玉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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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5 聖誕平安夜祈福音樂會」，時間：12 月 24 日 19:00~21:00，地點：
台灣大道市政大樓府前廣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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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â-hô-hoa sī ū lîn-bín, ū un-tián ê Siōng-tè, bô khoài siū-khì, koh ū
hong-sēng ê chû-ài kap sêng-sı̍ t.（Chhut ai-kı̍ p-kı̍ 34:6f）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無快受氣，閣有豐盛的慈愛及誠實。
（出埃
及記 34: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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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日)
新
眼
光

詩篇

12/21(一)

12/22(二)

12/23(三)

詩篇

詩篇

詩篇

12/24(四)

詩篇

12/25(五)

12/26(六)

詩篇

詩篇

119:89~96 119:97~104 119:105~112 119:113~120 119:121~128 119:129~136 119:137~1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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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今年聖誕節一切活動及明年度教會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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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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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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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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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27

陳正雄

上帝奇妙的
作為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2/27

蕭仁維

舊的人與新的
人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30

陳靜芬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路一:46~55

31

101
93
508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撒上二:18-20
西三:12-17

-

-

同上

經文

台中中會二區年終聖餐禮拜

3

同上

＊上週講道＊
【凡事為榮耀上帝來行】
林前十:23~十一:1
張朝棟牧師 2015/12/13
「所以，恁或是食或是飲，或是做甚麼，攏著因為榮光上帝來做。」（林前十 31﹚
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為榮光上帝！
榮光的定義
榮光的希伯來文是（kabod﹚意思是「重量」
：
「人欲將伊的老父的家諸個榮光，
子及孫，凡若器具的細的，對盤到瓶的器具，攏吊佇伊的頂面。」（賽二十二 24﹚
「因為阮目 nih 久輕輕的艱苦，是給阮成上等上、永遠的大榮光。」（林後四 17﹚
「我們這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這種「重量、份量」
表現於財富、權力、名聲、地位、職份等世上的榮光。光宗耀祖、傑出表現、總
統、院長、董事長、總經理、有影響力、有貢獻等。
上帝的榮光彰顯
佇祂本身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自然而然永遠全能的上帝：
「耶和華—阮的
主啊，你的名佇全地到即高大！你將你的榮光排列佇天裡。」（詩八 1﹚佇耶穌基
督的身上：
「道成肉體，居住佇咱中間，有恩典及真理滿滿。閣阮曾看見伊的榮光，
親像獨生的子對父所得的榮光。」（約ㄧ 14﹚佇祂活命的話：「你的話做我腳前的
燈，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話一下開拆就發出光，互戇人通達。」（詩一一九 105、
130﹚佇祂奇妙的作為：祂的眷顧與恩典「耶和華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向望伊
的慈愛的人。」（詩三十三 18﹚
基督徒的自由
「凡事攏通，總是無攏有利益。凡事攏通，總是無攏建立德行。莫得求利益
家己，著求利益別人。」
（林前十 23～24﹚哥林多教會遇到異教的宗教、文化的影
響，信徒的倫理行為受到挑戰；其中有祭過偶像的食物及拜偶像的事，保羅教示
哥林多教會信徒著怎樣處理？關係拜過的物「所以，食物若互我的兄弟跋倒，我
就永永呣食肉，免得互我的兄弟跋倒。」
（林前八 13﹚關係拜偶像的事「試看照肉
體的以色列人，許個食祭物的豈呣是相及有份佇祭壇嗎？按呢我是啲講甚麼？豈
是啲講祭偶像的物是甚麼？抑是講偶像是甚麼？是啲講外邦人所祭的是祭鬼，呣
是祭上帝。我呣愛恁有份佇鬼。恁 boe 會飲主的杯兼飲鬼的杯，boe 會有份佇主的
桌兼有份佇鬼的桌。」（林前十 18～21﹚
佇台灣民間宗教七月是好兄弟的月，有拜拜請人客的習俗，基督徒有未信的
同事、朋友要如何處理。保羅的教示互咱有幾個原則；不可參與佇祭拜的行為，
因為按呢做是與鬼有份。另外是互人得著利益，互上帝得著榮光才做。
「所以，恁
或是食或是飲，或是做甚麼，攏著因為榮光上帝來做。無論猶太，抑是希利尼，
抑是上帝的教會，恁莫得做 in 的塞礙；親像我凡事互眾人歡喜，無求家己的利益，
就是求眾人的利益，愛欲互 in 得著救。」（林前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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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分析
上帝創造的各項物攏是好的（光、天、地及海、草及樹木、日月及星辰、海魚、
空中飛鳥、地上走獸、人﹚：「上帝看伊一切所造的，看啊！真好。有下昏，有早
起，是第六日。」（創ㄧ 31﹚「看啊，天及諸個天的天，地及地上所有的，攏屬耶
和華—你的上帝。」（申十 14﹚「地及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及踮佇伊中間的，攏屬
耶和華。」（詩二十四 1﹚所以各項食物若用感恩來食，無任何的拘束。總是若互
人跌倒就寧可不做。基督徒行為要持守「榮神益人」的原則。
我們得到的信息
一、我們要學基督的款式：唯獨榮光歸上帝「我無對人受榮光。總是我知，
恁無有上帝的疼佇恁的心。我佇我的父的名來，恁呣接納我；若有別人佇家己的
名來，恁欲接納伊。恁大家相共求榮光，呣求對獨一的上帝來的榮光，怎樣會信？」
（約五 41～44﹚
「人若願行伊的旨意，就會知此個教示是對上帝出，抑是我對家己
來講的。對家己來講的，是求家己的榮光；獨獨求差伊者的榮光，彼個人就是真，
亦伊的內面無不義。」（約七 17～18﹚「雖然按呢，in 的序大卻有多多信伊，為著
法利賽人才無認伊，免得革出會堂。因為 in 意愛對人來的榮光卡過頭對上帝來的
榮光。」（約十二 42～43﹚
二、成為信仰的好榜樣，保羅勇敢的說：恁著學我，親像我學基督。保羅實
際的言行如下：「逐項事，我因為福音來行，是互我通相及有份佇福音。」（林前
九 23﹚
「咱諸個會的人應該著擔代 boe 的人的軟弱，呣通求家己的歡喜。咱逐人著
互厝邊歡喜，互 in 得著好來建立。因為基督也無求家己的歡喜，就是照所記載講：
『人 loe 罵你的 loe 罵有到佇我。』」
（羅十五 1～3﹚基督徒要多結生命的果子來榮
耀上帝。「恁結果子多多，對按呢我的父得著榮光，亦恁欲成做我的學生。」（約
十五 8﹚
將權能榮光歸互耶和華
教會要落實大使命，廣傳福音，互萬人萬邦可榮光上帝。「百姓中的逐族啊，
恁著將權能榮光，歸互耶和華，用伊的名所應該得著的榮光歸互耶和華，帶禮物
來入伊的院。」
（詩九十六 7～8﹚覺悟為著做基督徒受苦「獨獨著因為有份佇伊榮
光的顯現的時，歡喜快樂。恁為著基督的名互人罵，有福氣；因為榮光的神就是
上帝的神安息佇恁。」
（彼前四 13～14﹚做上帝的差用著照顧佇恁中間的羊群。
「也
呣是佇所交代恁的做主，是做羊群的模樣。就大牧者顯現的時，恁欲得著 boe 衰
退榮光的冕旒。」（彼前五 3～4﹚
榮耀上帝的羊羔
「閣聽見佇天、佇地、及地的的下面、及海面，一切受造的物，及其中凡所
有的，攏講：謳咾、尊貴、榮光、權勢、攏歸互坐佇座位者及羊羔，到代代無盡！
四個活物講：『阿們！』許個長老就仆啲拜。」（啟五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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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食糧】
約六:35~51
張朝棟牧師 2015/12/13
耶穌對他們說：
「我就是生命的食糧；到我這裡來的，永遠不餓；信我的，永
遠不渴。」
（約六 35﹚The bread of life. He who comes to Jesus & believes in Jesus shall
not hunger & never thirst 生命（活命﹚飢渴人的本能與需求。
尋找耶穌的動機
眾人找耶穌的原因不同；有的看見耶穌治病的神蹟（約六 2﹚、有的看見耶穌
用五餅二魚餵養五千人的神蹟；他們認為耶穌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約六 14﹚
於是打如意算盤要拉住耶穌，強迫他作王。耶穌看透他們的心並直接告訴他們說：
「老實說，你們找我，不是因為看見了神蹟，而是因為吃餅吃飽了。不要為那會
腐壞的食物操勞，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這食物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因為父上帝已經在人子身上蓋了印記。」
（約六 26～27﹚弟兄姊妹！你找耶穌的目
的是甚麼？
人基本的需求
一般人的看法是肉體的溫飽健康是優先的。主禱文中提到賜給我們每天需要
的飲食。（路十一 3﹚以色列人出埃及所遇到的問題是找不到水喝「後來，摩西領
以色列人民離開了紅海，來到書珥曠野，在曠野中一連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
他們來到瑪拉；那裏的水是苦的，不能喝。為了這緣故，那地方才叫瑪拉。」
（出
十五 22～23﹚在以琳和西奈中間的汛曠野，他們埋怨摩西和亞倫沒有東西吃。
（出
十六 1～2﹚民生問題是最基本的需求。
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
馬斯洛將人之需求分為七個層次，描述人類動機推移的脈絡。
1. 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
，也稱級別最低、最具優勢的需要，如：食物、
水、空氣、性慾。未滿足生理需要的特徵：什麼都不想，只想讓自己活下去，
思考能力、道德觀明顯變得脆弱。
2. 安全需要（Safety needs）
，同樣屬於低級別的需要，其中包括對人身、安全，
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脅或疾病、擁有家庭、身體健康以及有自己的財
產。缺乏安全感的特徵：感到自己對身邊的事物受到威脅，覺得這世界是不
公平或是危險的，而變的緊張、徬徨不安、認為一切事物都是「惡」的。
3. 愛與隸屬需要（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屬於較高層次的需要，如：對友
誼、愛情以及隸屬關係的需求。缺乏社交需要的特徵：因為沒有感受到身邊
人的關懷，而認為自己沒有價值活在這世界上。
4. 尊重需要（Esteem needs），屬於較高層次的需要，如：成就、名聲、地位和
晉升機會等。尊重需求既包括對成就或自我價值的個人感覺，也包括他人對
自己的認可與尊重。無法滿足尊重需要的特徵：變的很愛面子，或是很積極
地用行動來讓別人認同自己，也很容易被虛榮所吸引。
5. 認知需要（Cognitive needs），指個體對己、對人、對事物變化中所不理解者
希望理解的需求，諸如探索、操弄、試驗、閱讀、詢問等屬之。顯然在涵意
上認知的需求即屬學習動機。當知識缺乏或被歪曲時，個體可能會感到不自
在和懷疑
6. 美感需要（Aesthetic needs），指對美好事物欣賞並希望周遭事物有秩序、有
結構、順自然、尋真理等心理需求。
7. 自我實現需要（Self-actualization），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包括針對於真善美
至高人生境界獲得的需求，因此前面四項需要都能滿足，最高層次的需要方
能相繼產生，是一種衍生性需要，如：自我實現，發揮潛能等。缺乏自我實
6

現需要的特徵：覺得自己的生活被空虛感給推動著，要自己去做一些身為一
個「人」應該在這世上做的事，極需要有讓他能更充實自己的事物、尤其是
讓一個人深刻的體驗到自己沒有白活在這世界上的事物。也開始認為，價值
觀、道德觀勝過金錢、愛人、尊重和社會的偏見。
8. 超自我實現（Over Actualization）是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充分的滿足了自我實
現的需求時，所出現短暫的「高峰經驗」，通常都是在執行一件事情時，或
是完成一件事情時，才能深刻體驗到的這種感覺，通常都是出現在藝術家、
或是音樂家身上。
耶穌的教導
供應食物的來源是從天上的父賜予的！耶穌說：
「我鄭重地告訴你們，摩西並
沒有給你們從天上來的食糧；從天上來的真實糧是我父親賜給你們的。因為上帝
所賜的食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把生命給了世界的那一位。」
（約六 32～33﹚耶
穌清楚地表明他就是生命的食糧。親近耶穌的人，耶穌絕對不會拒絕他！相信他
的肉體需求將永遠得到飽足。因為耶穌是從天上下來。上帝差他來賜給世人永恆
的生命。我們要相信主耶穌是從上帝那裏差來的，為要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得
到永恆的生命。
猶太人的領袖不信
猶太人竊竊私議：
「這個人不就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我們認識他的父母。現
在他竟說他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約六 42﹚你是否用世俗一般的眼光來看耶穌。
耶穌引用先知書的話說：
「人都要蒙上帝的引導。」所有聽從父親而接受他教導的，
都要到我這裡來。」
（約六 45﹚
「我要親自教導你的人民，賜給他們繁榮和平安。
（賽
五四 13﹚
「萬國要聚攏前來，說：來吧，我們一起到上主的山，一起往以色列上帝
的聖殿。他會指引我們該走的道路；我們要在這條路上行走。上主的教誨從耶路
撒冷發出；他的信息從錫安傳播。」（彌四 2﹚耶穌就是見過天父，也是從天父差
來要教導世人得生命的。
耶穌再次強調自己
「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信的人就有永恆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食糧。」
（約六
47～48﹚肉體的食糧 VS 生命的食糧，會腐壞的食糧 VS 存到永生的食糧，吃嗎
哪也會死 VS 耶穌是生命的食糧。上主對摩西說：
「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言。
你要告訴他們，在傍晚，他們有肉吃；在清晨，他們有足夠的食物。這樣，他們
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他們的上帝。」(出十六 11～12)果然上帝降嗎哪及鵪鶉給以
色列人。嗎哪像蜜的餅。
我們得到的信息
一、真正的飽足與滿足是從耶穌來的。不論是人生的不同階段，或是用身心
靈的層次來講，耶穌提供我們正確的方向，到耶穌那裏去，相信耶穌是從上帝差
來的真道；與主耶穌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生命將得到飽足，靈魂得到安息。我們
要培養屬靈的食慾就是單純來到耶穌的面前，讓他供應我們屬靈食物並滿足我
們。當上帝在曠野賜下嗎哪時，以色列兒女需要每天出去拾取上帝每日的供應。
耶穌教導祂的門徒如此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六 11﹚屬
靈的營養需要你日日追求，每天要吃屬靈的糧食。
二、選擇相信耶穌，耶穌是生命的食糧，意思就是說耶穌即生命的要素，因
此拒絕耶穌的邀請和命令就是失去生命而至死亡。耶穌已經表明正確生命的道路
就是順服聽從上帝的話；相反的些拒絕聽從上帝的命令、不接受上帝的引領的人；
就如摩西時代以色列百姓被註定要在曠野流浪直到死亡。弟兄姊妹！我們要親近
耶穌、相信上帝、順服聖靈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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