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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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1/24)為「文字傳道奉獻主日」，公報社派陳正雄牧師代表請安、報
告，主理一、二堂禮拜，會中由聚珍堂男聲四重唱獻詩。
2. 1 月 31 日舉行定期會員和會，會員名單公告於公佈欄，如有誤漏，請告知小
會書記謝理明長老。當天一、二堂禮拜合併，禮拜時間上午 09:30。請小會員
在 08:30 於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3.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 1 月 30 日(六)上午 10:00 在民族路教會 2 樓教室召開 105
年度第一次董事暨委員聯席會議，請同工撥空安排參加。
4. 台中市十字園徵求教會兄姊如有關於十字園廍子坑土葬墓園或東海墓園的照
片提供翻拍，以便建立更完整的十字園歷史資料。相片請送至辦公室。
5. 2016 年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請要參加的兄姐在教會入口處拿取讀經進度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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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月 31 日禮拜後發春聯，每戶一份。2 月 7 日禮拜後舉行茶餅會，請會友留步交
誼。
8. 歷史資料組於新春禮拜(2/7)後安排攝影同工在三個景點為會友拍攝各家族新
春合照：A.大禮拜堂講台前（許明暉長老） B.古蹟禮拜堂大門前（蔡宗良執
事） C.辦公室前花園區（林玉山弟兄），請各家族自由選景前往拍攝。
9. 兄姐如有遺失外套、水壼、保溫杯、眼鏡者，請至辦公室認領。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新年度即日起招生，男女、年齡不拘，上課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費用：每堂課 100 元，欲報名者請洽團長謝理明長老。
二、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24)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尼希米記 8 章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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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郭柿娘
盧金梅

卓啓煌/洪予恩
葉美玲/洪予恩

楊凱成
廖寶蓮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高雅智
高雅智

1/3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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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新年新希望，你願不願意用讚美來服事神？頌聲合唱團邀請您，每月第一、
二、四週練唱，練習時間：10:30~11:00。每月第三週於第一堂禮拜中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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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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東源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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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培育師資培育營」
，時間：6 月 17~18 日(五~六)，地點：埔里謝
緯營地。
2. 「第 32 屆台灣基督教愛修會暨第 13 屆國際公義和平愛修會」，主題：「提
升信望愛，活出豐盛生命」，時間：2 月 16 日(二)~18 日(四)，地點：聖經
學院，費用：2700 元(含車費膳宿)，詳洽：(03)5217125#201 呂心玫小姐。
3. 「2016 日光少年冬令營–進擊的日光 2.0」，時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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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
http://youth.pct.org.tw。
＊代禱事項＊
1. 為新總統及新國會代禱，求主幫助他們能帶領台灣突破政治、經濟、外交上
各種困境及兩岸關係迎向更光明的未來。
2. 今年度教會事工代禱以及新就任長執及各團契機構首長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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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東源。
＊本週金句＊

Lūn-kàu góa kap góa ê ke, goán koat-toàn beh ho̍ k-sāi Iâ-hô-hoa.
（Iok-su-a24:15f）
論到我及我的家，阮決斷欲服事耶和華。（約書亞 24:15f）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30 日）上 08:10 禱告會由劉美緻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亞
大納西」。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24(日)

1/25(一)

1/26(二)

1/27(三)

1/28(四)

1/29(五)

1/30(六)

伯 28~31

伯 32~34

伯 35~37

伯 38~42

出 1~4

出 5~7

出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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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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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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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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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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1/31

陳祐陞

無變做有的
上帝

創一:1~3
路一:37

21

62B
157
511

上帝
十條誡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3

蕭仁維

立春迎接
新生命

申十一:8~21

25

300

同上

＊上週講道＊
【做神學】
徒一:12~15
蕭仁維傳道 2016/1/17
一、前言：
要當牧師之前，一定要受神學的教育，然而許多人會問說，到底什麼是神學？
在論及深奧的神學哲學之前，我們可以直覺性的將之反譯；神學就是「學神」
。因
此我們可以建立一些思考脈絡的參考；我們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來「學神」？如何
透過聖經的反省，在生活中實踐「學神」這件事情。
對於於聖經的理解，在新、舊約的脈絡中，各自有上帝神性特別的作為。在
舊約歷史脈絡的部份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將他的神性自主的主動的顯現給一個族
群---以色列人；在歷史進程中，舊約透過了許多人物的生活、事蹟記述，來彰顯
上帝的作為。而新約聖經的核心集中在耶穌「道成肉身」的事上，並透過了門徒、
使徒的福音行動，進而促成教會的建立。
因此在生長在當代的我們，透過聖經的啟示可以建立幾個重點：一個是學習
人物所豎立的典範，如舊約的各項表率，來作為信仰、生活的模式；二是效法新
約的福音行動（外展）
，將福音宣揚給更多的人了解。在討論這些人事物之前，身
處當代的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聖經轉譯的立基點---宗教改革時期的「萬民
皆祭師」，這個口號。這口號的用意這是打破主教以及教宗對於權威獨攬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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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於信仰的告白；二是要每個人都肩負起對於信仰使命的責任。也就是鼓勵
平信徒對於信仰做出回應。
那麼祭司是什麼？有何職分？在新舊約歷史上的定義，祭師主責獻祭。而他
的身分有幾項特質：第一是堅守耶和華的信仰，成為獻祭的出口，並要聖潔、虔
誠；第二是要用好行為來成為酵母，在群體中發酵產生影響，促使群體可影響為
更大單位---國家。而這樣的信仰群體所共同成長的目標，就是成為淨化社會的良
心。這是我們基督徒該做的，也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二、本論
1. 初代教會福音始末
接著要來看看今天經文的背景概況。接續耶穌生平的紀載後是使徒行傳，在
經文背景的時代，基督教信仰在當時候發展的並不順利。當法利賽人以及教會領
袖，夥同羅馬的政治，計畫將耶穌釘十字架，並試著消滅這個「基督學說」
，期待
這個寄生於猶太宗教的風潮就會消失。但是，人心所策卻非事實的結果。雖然宗
教的迫害在短時間，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如聖經所言：彼得的不認主，信仰
中心由耶路撒冷漸往外邦城鎮移轉等這些事件的發生。這是人心的軟弱，但是在
這背後，卻有著上帝更大的掌權，同時也是啟動福音外展最大的關鍵---「保惠師」
，
聖靈的降臨。在聖靈的動工之下，更進一步的形成了信仰團體的聚集---初代教會。
起初教會的發展並非順利。反倒是初代的信徒、使徒用一段段的血、淚在迫
害中所堆疊出的生命見證。使徒行傳中最關鍵的明證即是聖靈充滿後的記述---殉
教。殉教的生命，堅固了信徒的信心。
殉教是領受聖靈之後的行動，因為藉著聖靈突破了人心最軟弱的界線；在聖
靈的帶領之下，初代信徒的血淚即是---做神學。
除了在第一線遇到衝突而產生訓教的使徒，那麼其他的信徒又是怎麼來作的
呢？促成初代教會成長的一個重要關鍵是「家庭」；因著這些熱心的信徒開放家
庭，容納更多的信徒；如同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在這躲避的風聲中，可以有一
收納歇息之地，也在這個地方彼此的剝餅、禱告分享，透過這樣的團契生活，讓
家庭成為信仰長大的溫床；而這樣的事蹟也促使更多的人響應開放自己的家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保羅在書信的結尾，會感謝許多的人，這些人當中，不乏是家
庭或是當的的同工。
開放家庭是有相當的危險的，也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但是，倚靠聖靈的力
量，讓這些信徒跨越了心中的罣礙。如同台灣早期美麗島事件，許多政治犯須要
躲避政府的獵捕，在當時有許多的基督徒收留了這些逃犯；之前在台南神學院任
教的吳文牧師，即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幫助施明德躲匿，當外界懸賞兩百萬為要
緝拿，然而吳文牧師卻向施明德說：我的信仰勝過這兩百萬。這是聖靈在吳文牧
師心理的工作。
初代的信徒倚靠聖靈，幫助他們的內心突破了難關，那麼當代的我們也應該追求
聖靈在我們心裡面的工作。在著重理性思考的長老教會較少提到聖靈；因為對於
許多「外顯式」聖靈的工作，有其神秘的不穩定性，較難辨別；如方言，疾病醫
治，釋放趕鬼等。在現代的社會的確仍有需要，但是我們應該看重且追求的，該
是聖靈充滿以及降下之後，對於我們內心的軟弱以及服事、宣教的幫助。
按照使徒行傳的聖經脈絡來看，聖靈充滿最大的一個神蹟，就是不分你我的
彼此共和，也就是合一；因為各人用本地話來說話，並不互相排斥。而在鄉談過
後，我們看到三次雞啼不認主的彼得，重新的充滿能力，並開始放膽的講道，這
是他面對了心裡面的軟弱，也倚靠聖靈來幫助他突破。在這之後，接著是產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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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聚集的禱告，也就是彼此同工，並一起分享生活的需要，就是凡物公用。最後
上帝將得救的人加添給他們。
2.釋義學循環
教會的設立，是這群願意付出的信徒作為開始。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動，或
許他們並沒有受過如同保羅一般高等的教育，也沒有許多偉大的事蹟，但是他們
卻將自己所有的---家庭空間，分別做為信仰的用途；在生活的層面用自身的經驗
來回應信仰，這就是做神學。
做神學也就是實踐神學。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 2:17。這是一段我
們非常熟悉的經文。然而用於實踐的面相，我們必須先一同來思考兩個問題：為
什麼要做（WHY）；以及如何做（HOW）。
本著基督宗教的信仰，對於實踐的道理，我們許多人都非常的了解。但在這
之前，我們可以加入一些歷史的觀點來觀察我們的處境。台灣是亞洲的一部分，
若我們詳看整段亞洲的歷史，可以發現，除了科技發展較快的國家以外，其他大
部分都有被殖民過的經驗。在這樣的過程中，許多國家的基督宗教信仰是伴隨著
為殖民經驗而進入的。所以當殖民國家撤出後，我們可以看到殖民時期所留下來
的影響。多數影響的問題就是經濟層面---貧窮，以及資源被剝削。
這個問題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可以從兩種「黑色」來了解。貧窮以及資
源被剝削較多的人種多是膚色較深的人，而另一項黑色則是許多人每天都會食用
的咖啡以及巧克力。因為農產的銷售的上層多是展握在跨國集團，所以在底層生
產農民多半會被削價出售作物。而這樣的行為產生，即出現了經濟不公義。所以
在大的面向，教會要思考的是：這些問題，我們該從哪個角度來回應以及幫助？
如同信仰團體所該發揮的效應---成為社會的良心。
透過了聖經以及我們的環境，可以整理四個步驟來幫助我們實作。1.付諸自
身的「經驗」、身處的環境，本著信仰的良心來做出回應；2.在經驗中「探索」、
發覺關於事件中，我們可以回應的可能性；3.站在信仰以及文化的平行角度來做
事後的「反思」
；最後尋找下一個可能性，並產生新的「回應」方式，最後形成發
展「新的向度」
；並持續這樣的循環，直到看見事件改變。這就是詮釋聖經以後所
付諸的行動。
我的父親也曾經做過這樣的循環。幾年前，
「一碗湯麵」的故事感動了許多人
的心，在我的家庭也有相對的處境；因為我們家也是做麵食的生意。在一次的機
會，聽見父親與母親的談話，說起看見弱勢家庭的需要，而在遞餐的時候給予幫
助，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份量。
3. 進入處境做神學
當我們認知道聖經的啟示，原則性的方法時，我們就可以將信仰帶進我們周
圍，嘗試著來回答問題。福音的實踐就是對現況提出回應以及解決的辦法，並嘗
試以自己身邊的資源以及信仰團體內的共同討論來作為反省的基準。
福音是什麼？這是基督徒一輩子都必須要問的一個問題，在基督宗教的信仰
裡，大的方向就是聽道以及行道。百年前當時候的宣教師，因為看見了台灣的需
要，所以引進了醫療以及教育來解決台灣迫切的需要。
而醫療以及教育的建立，對於台灣人來說，就是一種福音；而這也是一種解
放，如當時後進入女學校的一項規定就是禁止纏小腳。
福音的本質之一即是解放；我們可以透過兩處的經文來了解。
「主耶和華的靈
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 或譯：傳福音給
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以賽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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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主的靈臨到我， 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
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路加福音 4:18。
所以透過上述宣教師的例子，以及經文的啟示，如果將這兩項結合，那麼我
們就可了解到，為什麼宣教師要用醫療以及教育來幫助台灣；因為如此的行動正
是透過了詮釋聖經之後，將之以行動來作。
 在印度加爾各答服飾的德雷莎修女，也是透過反省自身的信仰，進而跨越原
本服事的學校單位，到街頭照顧這些垂死的人；而這些人正是印度社會因種性制
度深受影響的社會底層，她因為看見需要而產生使命。所以，在今日可以發現仁
愛修會的牆上都會寫著「我渴」兩字，這是對德雷莎修女生命以及信仰的提醒。
在處境中做神學，除了大的面相，也可發揮自身環境資源可以做的。幾年前，
在南部路竹到嘉義這條鐵路交通線上，有一名老伯在區間車上發著耕心，在一次
交通的需要，我遇見了這名老伯。在談話之中，了解他對於福音的使命，而回應
的方式，則是用他目前可以做的，在電聯車上發耕心。他或許沒受過較多的教育，
或許經濟環境尚可，然而他還是深思自己的生命可以為福音「做些什麼？」
三、結論：
 真理菜園的作者曾劃過一幅圖，裡面有者兩格圖像以及兩行字「愛耶穌不難，
難的是學習像耶穌一樣什麼人都愛」
。很多時候，我們很想要學習，但是因為遇到
現實的生活困境，就會回到只愛耶穌。然而，這時候的我們，需要聖靈的工作在
我們的生命中。願上帝幫助我們，不只愛耶穌，也學習耶穌的愛。
 聖靈充滿後的果效不僅是造就自己的的屬靈生活，更重要的是成為祝福的出
口。

今日主題：「耶穌基督的僕人」
羅一:1~7
在教會節期的第一段常年期(元月 7 日至 2 月 10 日)之前一天。這期間有主受
洗主日，因為主耶穌基督在受洗之後，才公開傳揚上帝國的福音。從保羅的書信
他表明他的自我身份。讓我們清楚我們每位兄姐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1.保羅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1 節 a)

2.選召作使徒(1 節 b)

3.分別他來傳上帝的福音(1 節 c)

4.領受恩惠也接受了任務(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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