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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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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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兄姐留下參加。
2. 本日(12/31)檢帳，請各團契、機構會計提供傳票、簿冊至小會會議室備檢。
3. 下禮拜日(1/7)主日禮拜中舉行四位新執事（2018~2021）及各團契會長、機構首長
之設立。執事：程玉珍、賴信旭、高雅智、顏姿叡。松年團契：徐澄榮。婦女團
契：葉美玲。家庭團契：何啓光。青年團契：張哲豪。少年團契：楊君贊。主日
學校長：許明暉。聖歌隊：余燕儒。敬拜讚美團：顏姿叡。手鐘團：高雅智。
4. 下主日(1/7)上午 10:45 於 2F 長執會議室召開長執會。下午 2:00 於小會會議室召開
小會，審核 2017 年決算及 2018 年預算，請全體小會員出席。
5. 2018 年 1~3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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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元月 6 日(六)下午 2:30 於本會禮拜堂舉行陳李秀華姐妹告別禮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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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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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今天主日禮拜由松年團契獻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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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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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林義耕弟兄（澄清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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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8 年 1 月 18 日(四)09:30 於柳原教會召開台中中會第八十八屆春季議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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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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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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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隆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óng-kiāⁿ ê bô khiàm i-seng, nā-sī phòa-pīⁿ ê chiū tio̍h; góa lâi m̄ sī beh chio gī
lâng, sī beh chio pháiⁿ lâng.（Má-Khó 2:17f）
勇健的無欠醫生，若是破病的就著。我來毋是欲招義人，是欲招歹人。
（馬可2:17f）
(華語)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馬可 2:17f）
＊下週金句＊
馬可 14:38
＊週六禱告會＊
本週(1/6)禱告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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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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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31(日)

1/1(一)

1/2(二)

1/3(三)

1/4(四)

1/5(五)

1/6(六)

經節

啟 19-22 章

創 1-2 章

創 3-5 章

創 6-9 章

創 10-11 章

創 12-15 章

創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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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經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7

陳祐陞

恁著勇敢做工

哈該書二:1~9

20

27
315A
512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7

胡翠峯

跟隨耶穌的腳步

馬太福音
十七:1~13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0

陳正雄

上帝的話–聖經

提後三:15~17

24

372、185、507

同上

＊上週講道＊
【認識聖誕節】

路加福音二:8~14

陳祐陞牧師 2017/12/24

每年十二月 25 日全世界有許多國家、教會都在慶祝聖誕節，大家都以為這一天是
耶穌基督出世的日子，其實耶穌基督是不是在十二月 25 日出世到今天仍是個謎，因為
聖經中只有路加二章有記載當耶穌出世之時，有顧羊的人在山裡聽見天使對他們傳報
大歡喜的好消息，他們就去到伯利恆來找到耶穌；馬太二章也有東方幾個博士隨著天
頂的星對遠遠所在拿禮物來到伯利恆來拜伊，在聖經並沒記載耶穌出生的日子。其實
人不止耶穌出世正確的日子，連他出生的年份也算不對，歷史學家發現耶穌不是在公
元元年生的，而是在公元前 4~6 年生的。為什麼咱會用 12 月 25 日訂為耶穌出世的紀
念日？
咱攏知道當保羅三次將福音傳到歐洲，信基督的人愈來愈多，但這些基督徒當時
是互羅馬政府看為異端受很大的迫害，羅馬帝國原來是拜太陽神，皇帝要求全國百姓
拜太陽神與羅馬皇帝，但當時基督徒站在信仰立場他們不肯妥協，因此受盡迫害。公
元 311 年羅馬皇帝加利流死後，全國分裂為四部份，有四位將軍爭取王位，312 年君
士坦丁及馬克森狄二位，在那年秋天，兩軍對抗在羅馬城附近米爾維安橋，照兵力是
馬克森狄伏優勢，君士坦丁要求所有基督徒為他禱告，在戰爭的前一晚，他在看天時
出現四支光明的十字架，旁邊有「靠此得勝」字，所以他將
這個記號印在鋼盔及
盾牌上，表示有基督加入這場戰爭，果然開始勝利，313 年他統一西羅馬帝國後馬上
頒佈「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並將以前沒收的教堂及財產還給教會。再經
過 10 年內戰君士坦丁在 323 年統一整個羅馬帝國。在 325 年他聚集羅馬帝國 318 名各
地方主教召開尼西亞會議，這是教會史上第一次的大公會議，會議中不止解決基督教
內部的紛爭，確認聖父、聖子、聖神是三位一體的上帝，本質相同，也訂出尼西亞信
經。君士坦丁統治期間雖然宣佈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又鼓勵百姓接受基督教，但他
從來沒公開承認他是一個基督徒，一直到 335 年 5 月 22 日病重時也接受洗禮，一直到
380 年狄奧多西大帝時才正式宣佈基督教是羅馬帝國國教。今天當咱回頭看歷史時，
咱無法不承認上帝是介入在人類歷史的上帝，一個迫害基督教會三百多年的羅馬帝國
竟然在 300 年後成為用基督教作國教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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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羅馬人是用 12 月 25 日做為太陽神的生日全國慶祝，後來羅馬天主教續接羅
馬人慶祝太陽神生日的觀念，藉口聖經馬拉基四:2 說耶穌基督是「公義的太陽」
「獨獨
恁敬畏我的名的人，欲有公義的日起來照恁，伊的翅有醫治的功效。」在 336 年將 12
月 25 日訂為耶穌出世的日子。
事實上有二個理由可以說耶穌不是出生在 12 月底寒冷的季節。
一、路加二:1~6 說主耶穌是在伊的父母遵照該撒 亞古士督的命令回去他們本城
報名上冊時所生，親像這款全國百姓都要回去各人城市接受戶口檢查的大事，不可能
在 12 月底寒冬來進行。
二、路加二:8~17 記載在耶穌出生那暝有顧羊的人在山裡看守羊群，依照巴勒斯
坦的地理位置，十二月底天氣寒冷下雨、下雪之時，顧羊的人及羊群不可能在山裡過
暝。若是如此到底主耶穌是在哪一日出世？有許多說法但都沒法提出證據，所以希臘
東正教用元月 6 日為聖誕節，也有少數基督教團體用 3 月 25 日做聖誕節。
聖經是上帝所啓示的，聖經沒特別指出耶穌的生日使人感覺很奇怪，為什麼上帝
啓示人寫的聖經卻將耶穌基督出生這麼重要的日子漏掉？為什麼聖經內沒叫咱記念耶
穌的誕生？當路加寫路加福音時在一:3 特別提起「我已經對起頭詳細查考攏總的事，
就想著照次序寫伊。」路加不是不知道一般人都很重視生日，他也不是無法查考主的
生日，因為當他寫路加福音時，離耶穌出世才幾十年，那時主的兄弟、學生很多人還
在，要查是查得到，但路加竟然沒提及它，聖經是上帝的話，咱相信這件代誌一定有
上帝的意思。
主耶穌的降生確實是「互萬百姓攏有份，大歡喜的好消息」因為若無「道成肉體
徛起佇咱中間」
，就沒有十字架的救贖，總是聖經沒叫咱記念他的生，卻是叫咱記念他
的死。主的生是重要的，因為他為全人類帶來盼望，互黑暗中的百姓看見大光，但是
主的死更加重要，通過主的死互咱得到救贖，互咱與上帝復和，互咱被稱為上帝的子
兒。主的生是為著主的死來鋪路，若沒有主的死就無復活的信息，咱就無法享受恩典
與真理滿滿的福氣。整個新約恩典的時代是對耶穌基督互釘死在十字架上開始的，並
不是對主的出世來開始。
親愛的兄弟姐妹，今早上咱在此用歡喜的心來慶祝聖誕，有讚美禮拜接著禮拜息
有慶祝表演節目，中午還聖誕聚餐，當咱攏歡喜慶祝的時，我在此要咱來思考一個問
題「為什麼這位出世在馬槽至卑微的小子耶穌，他從馬槽開始行到各各他山頂，他沒
受什麼教育，沒有寫過一本書，他沒有學歷，沒有自己的家庭，他什麼攏無，他在世
間的時互人看輕，受人拒絕，互他的學生出賣，最後閣互他的同胞釘死在十字架上，
總是死亡沒贏過他，他的復活為一切信他的人帶來盼望，互「愛的福音」從加利利海
邊傳到全世界各地，也改變了你、我的生命。
我很期待今年的聖誕節，咱中間若有尚未接受這主耶穌做你救主的的人，在此我愛
恁知「耶穌出世到世間就是為著咱的罪，為著咱他受釘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血來洗清
咱的罪，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得到這份永生的禮物，只要你接受，你就能夠成為上帝的
兒女，這份福氣是主耶穌白白要給你的，在慶祝聖誕的時，請你認真來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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