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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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是台南中會德光教會建堂募款主日，由羅啓宗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本會訂 2019 年 1 月 6 日禮拜中舉行各團契、機構首長、執事就任，禮拜後召開
長執會。
3. ★本會訂 2019 年 1 月 6 日檢帳，請各單位、團契當日務必攜帶 2018 年 1~12 月份
傳票、簿冊至 2F 小會會議室備檢。檢帳員：廖淑玲、蔡憲仁、顏美玲、陳麗惠。
4. ★恭喜本會王駿程&吳惠婕夫婦於 20 日，陳以健&標詩婷夫婦於 25 日喜獲麟兒。
5. ★本會簡如詳長老，於主後 2018 年 12 月 21 日晚上 7 點，在家屬陪伴下蒙主恩召
安息主懷，享壽 89 歲。於 12 月 29 日上午 11 點，在美國紐約中央殯儀館(Central
Funeral Home of New York)舉行告別禮拜後火化，日後擇期安葬於長島松園。
6.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2019 年元月 12 日(六) 上午 09:30 於柳原教會 2 樓長執會議室
召開第 11 屆第 6 次董事暨第 2 次董事管委聯席會議；敬邀牧師顧問、董事管委同工
撥空蒞臨參加。
7. ★請以下兄姐到辦公室領取新聖詩：何守崇、何祥百、潘俊彥、唐建謀、王志宏、
方耀民、蕭玲如、陳怡娟、徐澄榮、林義耕。
8. 2019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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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2 章 41~52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2 月份第 5 主日禮拜由松年團契獻詩，請兄姐 12/30 主日早上 8 點 10 分集合
於松年教室練唱詩歌，一起來榮耀主名。
2. 2019 年元月份第二主日(1/13)主日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特別邀請
王仁博長老信息分享，勢必精彩、請踴躍參加。
3. 元月份壽星如下：何童雪娥姐、陳朱碧琴姐、蔡王吞忍姐、黃茂卿姐、賴陳連
珠姐、邱金鳳姐、洪璟華姐、曾阿俊兄、張和邦兄、陳平祥兄等，祝福壽星們
生日快樂！
4.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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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霧社教會訂 2019 年 1 月 6 日 15:30 於三育基督學院禮拜堂，舉行傳道師葉元傑
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禮拜。
2.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2019 年 1 月 12 日(六)08: 30~13:00 於柳原教會舉行財務檢查。
3.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2019 年 1 月 12 日(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行庶務檢查。
4. 台中中會訂 2019 年 1 月 17 日(四)09:30 舉行第 89 屆春季議會，地點：沙鹿教會。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及即將就任的執事、團契、機構幹部代禱。
2. 為簡如詳長老的遺族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黃新鋌(Dennis)、陳振祥兄、林義耕兄、
曾財成兄、程玉珍執事。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kiám bô bēng-lēng lí mah? Lí tio̍ h ióng-kám chòng-táⁿ, bo̍ h-tit kiaⁿ, iā bo̍ h-tit
lún; in-ūi lí bô-lūn toh-lo̍ h khì, Iâ-hô-hoa lí ê Siōng-tè kap lí tī-teh.（Iok-su-a一:9）
(台語) 我豈無命令你嗎？你著勇敢壯膽！莫得驚，也莫得懔；因為你無論叨落去，
耶和華─你的上帝及你佇啲。」。(約書亞一:9)
(華語)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
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一:9)
＊下週金句＊
馬太十六:26
＊週六禱告會＊
明年度元月 5 日起開始，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1/5)早禱會由
陳祐陞牧師分享，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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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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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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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30(日)

12/31(一)

1/1(二)

1/2(三)

1/3(四)

1/4(五)

1/5(六)

經節

王下 23 章

王下 24-25 章

弗1章

弗2章

弗3章

弗4章

弗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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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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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陳祐陞

起造在石磐頂
的家庭

馬太七:24~29

30

1、450、443、
398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6

陳正雄

讓我們一起來
讀聖經

詩119:1~8、
105~112
提後三:15~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9

陳正雄

舊的我、新的我

西三:9~10
弗四21~24

20

415、194、387

同上

＊上週講道＊
【聖誕佳音】

路二:8~14

陳祐陞牧師 2018/12/23

待降節 Advent 出自拉丁文，意思是基督降臨，一方面紀念基督曾降臨，另一方面
是期待他二次降臨。四支蠟燭分別代表希望、信心、喜樂與仁愛，第五支白色是代表
「基督是世界的光」
，主耶穌曾說「我是世界的光，隨我的人無行佇黑暗，反轉欲有活
命的光。」（約八:12）
今天咱有好的消息欲報互大家，就是上帝差天使向咱報佳音，我欲從路加二章來
與咱分享四點好的消息。
一、上帝從天頂差派使者來對這些顧羊的牧者傳報這個好消息。9v「主的天使徛
佇身邊，主的榮光圍纍照。」兄弟姐妹，在咱經過的日子，主也曾差他的天使來
站在咱身邊，閣用他的榮光來照咱。上帝持別選這些顧羊的，在當時的社會並無地
位，是很平凡、卑微的人，總是主降生的好消息卻是代先向來宣佈。其實上帝很看
重咱每一個人，無論咱的情況是怎樣，上帝都看重咱，有時咱會感覺很孤單，感覺世
界無人會了解我，沒人看重我，在這個時候，主差他的使者，用各種方法來顯明他愛
咱，關心咱，今天咱需要學習囝仔，用單純的心來仰望主。許多時候咱都會用頭殼、
用理性來看這位上帝，致教互咱無法親近上帝，上帝愛咱成為很單純的人。這些牧者
在曠野連半暝也需要顧守羊群，所以有許多時間去看天頂的星，去默想上帝在舊約
時代互以色列百姓的應許，就是彌賽亞要降世成為的救世主。當人用很單純的心渴
慕上帝的時候，主的消息就很容易臨在佇這款人的身上，就會當去感受到天使所欲
傳互的好消息。求主幫助咱會當學習囝仔，成為單純又謙卑的人，除去咱頭殼內的
阻礙，來接受上帝差派天使在 2000 年所宣佈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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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的好消息是要給萬百姓的。
10v“莫得驚！因為我報恁大歡喜的好消息，互萬百姓攏有份。”和合本是「關係萬民
的」，當我在讀這段經文時，我在想這個大歡喜的好消息是與全世界的人都有關係，
上帝才會說「這個好消息是萬百姓攏有份的。」今天在世界有許多不同的民族，的
需要不一定都一樣，咱居住在台灣，冬天到寒流來咱需要厚衣服，但是在非洲熱帶的
人，不需要厚衣服，甚至全年赤身也沒關係，或許你會說那是因為氣候的關係。咱
來看居住在台灣的人的需要也不一定是相款，喪鄉人他需要的是食物、金錢，要
怎樣活下去，有錢的人所需要的是安全、溫暖的生活，在此天使所傳佈的是「大歡喜
的好消息，是與全世界的人都有關係的，是所有人類都需要的。」人的一生不斷都有
好消息，出世、考試、結婚、工作、升官…，牧師在25日又得到一個男孫，這個消息
是阮家庭的好消息，算是阮家族大歡喜的消息，但這個消息對別人來說並無特別的意
義。我記得幾年前日本的太子妃生下愛子小公主，全日本人都很歡喜慶祝，這是日本
國家很歡喜的好消息，對其它國家並沒帶來任何的歡喜快樂。今天天使在此所報的是
好消息，是大歡喜的好消息，又是與全世界的人都有關係的，這個好消息即是
三、救世主已經臨到佇咱中間。
11v天使說：因為今仔日在大衛的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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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咱脫離罪惡，欲將他的百姓對罪惡中拯
救出來，路加十九:10「主說，人子來是欲找失落的來救伊。」提摩太前一:15保羅也
說「耶穌基督降世為著欲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可齊全接納的。」耶穌基督來到
世間主要的目的是欲拯救有罪的人，主在各所在在尋找失喪的人，他來到耶利哥城找
到撒該；在撒瑪利亞古井邊尋到這個有五個丈夫的婦人；在加利利海邊找到彼得、雅
各、約翰，不止拯救，閣使用成為上帝的器皿；在大馬色路上找到掃羅，互伊成
為使徒保羅。今天主用各種方法在找人，拯救人，互咱從罪惡中受解放，閣賞賜平安
在咱中間。今天耶穌基督在世界各階層猶原在做拯救的工作，奇妙的拯救人、改變人，
恢復咱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尊嚴，互咱會當感受到上帝的愛。
四、今天咱要學習親像這些謙卑顧羊的牧者。
當天使傳佈互這個好消息，這些顧羊的隨時來到伯利恆客店來找這個嬰兒，天
使互的記號是”一個嬰兒用布包著，睡在馬槽內”，我相信去客店，就是代先跑去
馬廄去找這個嬰仔，在馬槽內找到嬰仔，歡喜敬拜又將這個好消息傳佈佇所有的人，
這也是咱今天來教會歡喜慶祝聖誕之時，所要有的一個回應，上帝的愛已經臨到咱，
咱也欲來傳報伊的愛。
有一首很好的文章，題目叫做「天上的雜貨店」，內容是這樣：當我行佇人生的道路
時，看見有一間店，店名天上的雜貨店，我走近去看的時，那個門是大開的，我就走
進去，看見許多天使站在那所在，天使拿一個籃子互我說：「我的小子，你著小心去
買你所需要的物。」我就提那只籃仔開始揀我所需要的。我想到我第一項欠缺的是「耐
心」，我就是去提一個耐心放佇籃仔內，互我不會常常生氣。我閣在看的時，在耐心
的隔壁又有「疼心」，我就將疼心放入籃內，因為我也欠缺疼心。我閣有看著「了解」，
我常常 了解別人的心意，所以我也欠缺這個禮物，就又將了解放入籃內。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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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仔很大，上面寫信心，我知道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因為我也欠缺信心，我就閣將信
心放入籃子裡面。然後我抬頭一看，在四周圍都有在賣「聖靈」，整間店都是，我知
道我不能沒有聖靈，我就拿許多聖靈在我籃內。當我一直向前行的時，我閣有看見「勇
氣」、「力量」，我知道我 當沒有這些東西，我又買了勇氣及力量。我的籃子已經
滿了，總是我知道我還欠一項就是「盼望」，我閣將盼望放在最上面，最後閣有一項
我不能沒有的，最重要的就是「恩典」，這個恩典旁邊寫說「完全免費」，我就趕緊
將伊㧒落去，當我排隊欲去付錢之時，天使笑笑對我說：「小子，這些攏已經為你付
了啦，佇2000年前耶穌基督就已經為你付清了，今仔日你買 了的，另日再來拿也沒
關係，還有平安、有喜樂，許多你拿猶未完的，你可以閣回來拿。」很有意義的一個
故事。
今仔日耶穌基督所帶來互咱的是這麼豐盛，沒有一項你想得到的，他沒有，沒有
一項你欠缺的，你 當互你。天使說：「我報恁大歡喜的好消息。」你有歡喜嗎？你
有歡喜來接受禮物嗎？當送禮物互人受拒絕的時人真艱苦，當上帝漢呢疼你為你來到
世間，受你拒絕的時，他艱苦但上帝仍然說「他疼咱」。今仔日咱就是有這個好消息
臨到咱中間。為什麼2000年後的今天，凡若接受這個禮物的人，那個禮物閣會在他生
命中來產生作用，會改變他的人生觀，會改變他有豐盛的生命，變做有喜樂、有平安，
這就是因為上帝臨在佇人的中間。但願上帝今仔日互你這個恩惠，互你體會上帝疼的
心腸，親像你疼你所疼的人一樣，上帝是超過這樣疼你，你所需要的就是互上帝的疼
臨到佇你，然後你成為天使去報人這個好消息：「今日為著恁出世一個救主，就是主
基督」，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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