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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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正雄牧師主禮一、二堂禮拜。
2. 12 月 30 日(六)上午 10:00 於本會禮拜堂舉行林敬峯兄弟的告別禮拜。
3. 會友洪淑錦姐妹的母親洪盧有蘭姐妹於 13 日蒙主恩召，求主安慰遺族。
4. 恭喜本會蔡鎮安弟兄喜得一子，願上帝祝福。
5. 12 月 31 日邀請林慶台傳道師（電影賽德克．巴萊男主角）來本會主禮第一堂禮
拜，第二堂有生命見證分享會，歡迎兄姐帶領親友踴躍參加。
6. 請各關懷區區長至辦公室領取 2018 年度月曆。
(1)中區 A：余燕儒、張玉旻。(2)中區 B：何中亨、葉美玲。(3)東區、太平區：
劉美緻、劉惠芳。(4)西區：許明暉、蔡宗良。(5)南區、大里區：楊凱成、賴信旭。
(6)北區 A：廖寶蓮、張麗真。(7)北區 B：卓啓煌、何啓光。(8)西屯、龍井、沙
鹿、大雅區：謝理明、卓聖育。(9)北屯區 A：王文良、陳慧錦。(10)北屯區 B：
卓孟佑、高雅智。(11)南屯、烏日、大肚、梧棲區：洪添裕、程玉珍。(12)外縣市：
蔡文華。沒有編入關懷區或不知道你是哪一區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留資料、領月曆。
7. 本會訂下主日(12/24)09:00 舉行「聖誕節讚美禮拜」
，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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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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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會訂 12 月 27 日(三)關帳，對外獻金至下主日(12/24)截止。請兄姐、需要請款的
同工、團契注意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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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需要幼稚園小木椅及矮桌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本日截止)，並依登記順序送完
為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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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成人主日學至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 章 6～8 節，19～2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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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慶祝聖誕節松年團契受邀參加表演，今天主日禮拜後請參加服事的兄姐集
合松契教室練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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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2 月第 5 個主日 12 月 31 日主日禮拜、由松年團契獻詩，今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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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即日起開始繳交會費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截止每人 500 元。費用請繳交會計
鄭純珠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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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週(12/17)因練習聖誔節表演節目，例會暫停一次；請表演者於 11:00 至三樓
主日學教室練習預備。
2. 本週於第一堂禮拜後 10:30 於三樓主日學教室召開委員會議，敬邀委員及輔導
顧問出席與會。2018 年度委員名單如下：
會長：葉美玲，副會長：羅寶玉，音樂：黃金鈺（頌聲合唱團團長），
書記：程玉珍，會計：盧金梅，靈修：陳慧錦、朱昌美，聯誼：賴麗月、
顏美玲，探訪：王美莉、郭紫筠、王惠玲，輔導：劉美緻，顧問：詹淑靜。
五、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請領取 105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的同學（江榆婷、賴芝亦、蘇凱琳、喬禹傑）
，將
領款收據繳回至辦公室。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2 月 27 日上午 09:30 舉行 2017 學年度上學期結業感恩禮拜，主禮：陳正雄牧師。
2017 學年度下學期上課時間：3 月 6 日~6 月 20 日。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8 年 1 月 13 日(六)09:00~12:00 台中中會庶務部舉行庶務檢查；台中中會財務
部舉行財務檢查。地點：柳原教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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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沙鹿教會訂 2018 年 1 月 14 日(日)15:00 舉行陳伯源牧師就任第八任牧師授職感
恩禮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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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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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順利及奉獻代禱。
2. 為林敬峯兄的遺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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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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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ī góa ê miâ chiap-la̍ p chit hō sòe-hàn gín-ná ê chı̍ t ê, chiū-sī chiap-la̍ p góa.
（Má-thài 18:5）
見若佇我的名接納此號細漢囝仔的一個，就是接納我。（馬太18:5）
(華語)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 18:5）
＊下週金句＊
馬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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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12/30)由
洪添裕長老介紹「劉俊臣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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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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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17(日)

12/18(一)

12/19(二)

12/20(三)

12/21(四)

12/22(五)

12/23(六)

經節

提前 1-3 章

提前 4-6 章

提後 1-4 章

多 1-3 章

約壹 1-2 章

約壹 3-5 章

約貳,約參,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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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24

陳祐陞

認識聖誕節

路加福音
二:8~14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7

陳正雄

道成為人

約翰福音一:14

＊上週講道＊
【鹽有味，光會照】

馬太福音五:13~16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31

102
143
9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35

101、143、516

同上

方嵐亭牧師 2017/12/10

【太五 13】「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
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耶穌基督講你們「是 」而不用你們要「做」，表示你們已經有這款的身分。甚麼
身分，你們是地上的鹽，鹽的身分，寶貝的身分。我如果沒有記錯，我國小一二年級
媽媽還送鹽和味精給我的老師。鹽有多寶貴，現在每個月最期待的薪水 salary，這個
字就是從 salt 發展出來的。以前羅馬的軍隊到處打仗，他們所領的一部份就是鹽。
古時猶太地方和中東各地吃的鹽，多是『礦鹽』像拳頭大的石頭一般。在這石塊的外
層包著一層鹽。猶太人在吃飯時，有時候右手拿著菜，左手握著鹽塊，用舌頭舐鹽以
取味。有時候先拿有鹽的石頭刷鍋子讓它有味道，有時候放到滾水中一起煮。鹽是寶
貴有重要的。等到鹽塊的鹹味逐漸減少，至完全失味時，原先的鹽塊就和一般的石頭，
於是隨手棄置，這些鹽份用盡的石頭就任人踐踏了。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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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有鹽的身分，耶穌基督是甚麼時候對甚麼人講的，馬太福音的作者是安排已
經領受耶穌教訓，beh 成做互人和平、清氣心肝、憐憫人、溫柔的人。若是安尼，毋
通乎家己失去鹽的味。
在古老的傳統中，如果猶太人背叛了信仰，然後再回頭時，在蒙接納回到會堂之
前，必須躺在會堂門口，請走進會堂的人用腳踩在他身上。有些基督教團體也繼承了
這一個傳統，凡被教會法規驅逐的基督徒，在他蒙接納歸回以前，也要被迫躺在教堂
門口，對走進來的人說：『踐踏在我身上，因我是那失了味的鹽。』『鹽失去鹹味』象
徵基督徒失去他們的身分，也就是變成和世人一模一樣，毫無分別。
接著我們看到「你們是世間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一直到 15 節
創世紀一章 3 節上帝講「著有光」就有光，光是我們的見證──彰顯基督。但在世人
中間，則必須顯露出基督徒的特性，能叫不信的人在我們身上看見基督。
16 節有了一個結論世人所以不認識神，不肯歸信主耶穌，與我們基督徒缺乏好行
為的見證，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基督徒好行為的動機，不是為炫耀自己，是顯明神的榮耀。
鹽有味光要讓它照，
1.消毒殺菌
因為古代沒有消毒藥水，所以古人會利用鹽水消毒殺菌。以西結書十六章 4 節記
載初生嬰兒要用鹽水沐浴，將他洗乾淨。現代人的口腔或喉嚨經常由於細菌感染而發
炎潰爛。古老有效的治療方法是用少量鹽水漱口，達到消炎殺菌之效。
文字事工幫助基督徒防止罪惡和敗壞的因素。
2.鹽能調味
保羅（歌羅西書 4:6）曾勸勉信徒說話所講著用溫純親像用鹽調和。不要說一些會
引起爭端的話，而是要說一些智慧，健康，正派的話，使人聽了感到柔和和舒服。馬
可福音 9 章 50 節 鹽本是好的，可是它若失掉鹹味，怎能使它再鹹呢？你們要有鹽的
作用，彼此和睦相處。」公報社所做的文字事工也希望是如此，
3.報揚好所行
光照了，人才能看見你的好行為；光若不照，人們就看不見你的好行為。 光的照
出，是神的性情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不是你自己。 你的好行為必須是能顯出生命的
光，也就是讓人們看出你原來並不是這樣的人，但因著相信主的緣故，裏面有一個新
生命發出光照，人看見從你好行為上所發的光，就把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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