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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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1/8)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參加。
2. 為配合 1 月 14 日中會財務檢查，本會訂 1 月 8 日檢帳。各單位、團契請務必
於本日將帳冊、傳票送至小會會議室。
3.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1 月 14 日 09:00~12:00 舉行庶務檢查，地點：柳原教會。
請小會、長執會書記配合辦理。
4. 2017 年第一季「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5. 2016 年有參加全年讀經一次運動並完成者，請將讀經記錄表交所發區長老簽
認後並送到青美幹事處，教會將統一頒發禮品。
6. 請禮拜日有督合無法參加聚會的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週間禮拜。
7. 恭喜江欣柔姐妹（江蔡銀花姐的孫女）與陳建任先生 15 日(日)下午 3 時佇本
堂舉行婚禮。
8.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 月 21 日(六)早上 09:00 於民族路教會 2 樓聖歌隊練習室
召開 106 年度第一次管理委員會，10:00 續開 106 年度董事、委員第一次聯席
會議；請董事委員同工撥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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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1/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兒童主日學移至 3 樓教室（原松年教室）上課。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今天主日禮拜後(松年團契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林靜萍委員主理及信息分
享，題目：「只有一條道路」，歡迎踴躍參加。
2. 元月份壽星名單如下：張和邦兄、童雪娥姐、陳朱碧琴姐、蔡王吞忍姐、
曾阿俊兄、賴陳連珠姐、邱金鳳姐、洪璟華姐、江慶澤兄等，祝福壽星們
生日快樂。耶和華祝福滿滿。(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請委員務
必參加)。
3. 2017 年有 5 個主日的月份日期如下：1/29、4/30、7/30、10/29、12/31 主日
禮拜中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須獻詩的主日，當月第 3、4、5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在一樓松年教室練唱，感謝兄姐的參與。
4. 請松年團契兄姐繳交會費每人$500 元以利會計作業。
三、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禮典組開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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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認捐金額 1500 元。
願主感動您。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李朝富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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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第 33 屆(2017 年)台灣愛修會，主題：「喜樂、喜樂、再喜樂」，時間：2 月
22~24 日(禮拜三~五)，地點：聖經學院。費用：2800 元（含車費膳宿）
，2 月
3 日截止。洽詢電話 037-851119 陳明輝牧師。
2. 「日光少年營」，時間：1 月 31 日(二)13:00~2 月 3 日(五)15:00，地點：謝
緯青年紀念營地，費用：2800 元（1 月 9 日前或額滿截止），報名請至
http://youth.pct.org.tw
＊代禱事項＊
1. 為各牧師、傳道、長執及團契、機構選出的幹部代禱。
2. 為 2017 年教會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及教會事工代禱。
3. 為陳榮美執事及陳瓊瑞姐妹的遺族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李朝富兄、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
王曾寶蘭姐、許榮祥執事、蔡王吞忍姐、蕭麗華姐、蔡伯煉執事、邱金鳳姐。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í-gōa, lí mɷ-thang ū paʀt ê Siōng-tè.( Chhut ai-kiʀp-kiʀ 20:3)
我以外你呣通有別個上帝。（出埃及記20:3）
(華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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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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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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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1/14)由陳
正雄牧師介紹來「尤羅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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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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8(日)

1/9(一)

1/10(二)

1/11(三)

1/12(四)

1/13(五)

1/14(六)

經節

創 23~26 章

創 27~29 章

創 30~32 章

創 33~36 章

創 37~39 章

創 40~42 章

創 43~46 章

＊下週金句＊
出埃及記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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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西亞
信經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5

陳祐陞

學習親近神

詩篇廿七篇

8

65
348
508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5

蕭仁維

大光照耀

馬太福音
4:12-25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1/18

陳正雄

全家歸主

創世記
十二:1--9

14

48、56、508

同上

＊上週講道＊
【學習親近神】
詩篇十九
陳祐陞牧師 2017/1/1
今年咱教會年度異象是「全家歸主，全家得救」通過這個異象互咱教會信徒
的質與量均能夠增長。為了咱的質量均能有增長，牧師特別提出五項盼望咱共同
打拚來達成的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今年聚會人數三場禮拜能達到 250 人，我特別把咱教會 20 年來
聚會（禮拜）人數做一個統計，咱禮拜的人數一直在減少，13 年來華語禮拜都只
有 30 多人，特別在 2011 年，三場禮拜一共只有 185 人。感謝主，咱在 2016 年禮
拜人數已經增加到 234 人，華語禮拜第一次全年平均 40 人，咱有一個目標，在新
的一年能達到 250 人以上，十誡中第四誡「當記得安息日，守它做聖」這是上帝
的命令，如果在禮拜日你真正有事無法來參加禮拜，希望你在禮拜三晚上來參加
週間禮拜。
第二個目標：繼續推行一年讀完聖經一遍運動。有很多基督徒一生不曾讀完
全本聖經，因為沒追求，沒目標，沒方法，設使你若沒有計劃，一年要讀完整本
聖經不是這麼簡單，舊約 39 卷，新約 27 卷，全本聖經 1189 章，你若想在一年讀
完，一天至少要讀 3.3 章，教會有準備每日讀經表，你可以照上面的日期來讀，一
年剛好讀完一本聖經。在新年開始時你可以給上帝說”主啊！願你加添我的氣力，
互我立志今年是我靈命成長的一年，我欲讀完一次全本聖經，求你幫助我”，教會
會訂一個獎勵辦法，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讀經運動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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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目標：信徒實行月定奉獻。回教徒的月定奉獻是 1/5，基督徒及天主教
徒是 1/10，你若還未有月定奉獻，我鼓勵咱試試看，或許你可以從每月 500 元開
始，馬拉基三:10 是聖經中唯一試上帝的經節，上帝說”用這個來試我，看我果然
給恁開天窗，傾福氣互恁到無地通下無”。你若將上帝國放代先，就上帝會用更多
的來賜福你。
第四個目標是每日有靈修禱告與上帝親近的時間，互你的靈命愈來愈成長，
與主愈親近。
第五個目標是每一人加入一個團契、一個服事。咱教會有松年、婦女、家庭、
社青、青少年團契、聖歌隊、主日學、敬拜團，兄弟姐妹希望你可以照年齡選擇
一個團契加入服事，團契是什麼，希臘語 koinonia 共同分享生活，有人說團契即
是在地上先試到天堂喜樂的生活的所在，也就是教會內兄弟姐妹大家共同歡喜，
相及憂傷，相及分享，作伙成長的所在。有時我會感覺咱若只有禮拜日來參加一
場禮拜，結束就回去，實在是很可惜，盼望咱會當加入團契，加入服事。
2017 年咱有新的異象，新的目標，向所插的標竿來奔跑，為著欲愈來愈親近
主，互咱教會質與量攏欲加添。
詩篇 19 篇是一首文學上很優美的詩，是在早上太陽剛從東方升起來的時所寫
的詩。詩篇 8 篇是描寫月光之暗暝，兩篇皆屬大衛王同時期的作品，今天我欲分
為三點與咱來看人要如何親近上帝：
一、咱能當從大自然來親近上帝。有人說上帝在何處？我不曾看見上帝，我
不曾聽見上帝說話，所以我無信有上帝。其實咱能夠從大自然中來看出上帝的存
在。有人在遊山玩水、看見山嶽、觀察瀑布、大海就發覺上帝的創造是何等偉大，
是何等的美；有人看著黃昏日落，大地進入黑暗，就會感受到人生必然要面對一
個歸宿；有人看到明月皎潔，就感覺到塵世的污穢，人事實上可以從大自然中來
經驗到上帝，來親近上帝。在中東有人問一位真疼主的老姐妹說”你沒看過上帝，
你怎知有上帝的存在？”她回答說”今早上我打開大門，看不到駱駝，但我知昨夜
一定有駱駝隊從我家門口經過，因為他們有留下腳跡在我家門口黃土大道上”。這
位老姐妹的回答真正美，宇宙萬物的美就是上帝這位創造主所留下的腳跡。通過
大自然的創造，經歷世界的美景互人在那體會到上帝，也互人能夠親近上帝。
二、對上帝的話來親近上帝。從 7v 開始”耶和華的律法全備，會甦醒人心活
起來；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會能快活人的
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眼目，敬畏耶和華的道理是潔淨，存在永遠；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耶和華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話語，就是聖經的總
稱。常常神也會藉著聖靈來對人說話，特別是親近他的人，有時是在你工作中，
有時是佇你靜默中間、靈修之時，聖靈來對你說話。蔡福財長老曾說過他本人的
見證，有刊登在「一滴一滴的水」見證集上，他從前開碾米廠，有一天早起，他
穿好衣服要出去辦事，騎車騎到巷口，聽見有人在叫他的名，”福財、福財”，
他車騎回來回厝裡問有誰在叫他，都說沒人。他越頭又騎車，出去到巷口，第二
次又聽見有人叫他的名，所以他又騎回來問，也沒人叫他，他心中想一定有人在
捉弄他，衣服換起來不出去了，開始又去碾米廠工作，一下子聽到家中長老娘的
尖叫聲，原來是二、三個月的小兒子鴻禕不知吃到什麼噎住，臉發黑，蔡長老一
跑進去捉起他兩腳，用手掌重力拍背部，結果吐出來一個一角的銅板，原來是他
二歲大的兒子拿給他吃，噎住了。我相信上帝不止互蔡長老聽到聲，又互他智慧，
也通過這些互蔡長老與上帝更親近。克麗絲汀是北美浸宣小學的老師，她曾做一
個見證，她本來與她男朋友決定要私奔，因為他父母不同意他們婚事，她在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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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校之前，告訴她一個女同事，這位女同事問她說”你為何不聽上帝對你怎樣
說？”後來她進入學校祈禱室，禱告後出來，她決定她不離開了，因為上帝對她
說”No”。過不多久她男朋友要來帶她離開，她告訴男朋友這件事，也要他進入閉
室禱告，當她男朋友出來後也決定不離開。後來他們用他們相愛感動她父母，答
應這件婚事。從此他學習凡事聽上帝的聲音。在她教的小學有一個學生叫邁克，
小學留級二次，一天到晚與人打架，不愛讀書，學校開會決定請他家長來帶邁克
回去(退學)，克麗絲汀在會議中站起來說咱既然是教會學校，咱要先聽主怎樣說，
後來老師帶邁克進入安靜的禱告房間，告訴他”|上帝要對你說話”。奇妙的代誌發
生，你有相信人若有渴慕上帝的聲，上帝就會給他說話。上帝對邁克說一句話，”
聽你的老師”這句話竟然會改變邁克，他心中認為”老師，若是恁說的我不要聽，
若是上帝告訴我的，我就要聽”，他就從那裡出去，回去上課。本來他都坐在最後
一排，那一天他走到第一排坐在最中央的位置，所有學生都笑出來，說他今天不
知又要變什麼把戲，因為他從來未曾坐過第一排，今天竟然坐第一排，大家都在
注意他。一節課上完，看起來也沒怎樣，認真聽又會做筆記，又沒搗蛋，邁克告
訴他同學說”我從今天開始不再與恁冤家(打架)，因為上帝叫我要聽老師的話，邁
克真正改變。
三、回應上帝話語，用禱告來親近上帝，請你看 12~14 節，詩人在這有三個
禱告，第一個禱告是在 12v”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
錯。”在咱內面常常有人表面上看不出來的過失，你對人的冷淡，對人怨恨，對人
的嫉妒、生氣，求主赦免咱這些暗靜的錯誤，人看不到但是上帝看會到。第二個
禱告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明知這樣做是不對，上帝的聲在警戒，還
會去犯到。詩人在此真驚去犯這款的罪，所以說”上帝啊，求你呣准彼個罪管轄我，
互我完全。”第三個祈禱是在 14v”耶和華–我的磐石，救贖我的主啊！願我口中的
言語，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著悅納。”求主互咱所說每一句話，都能夠得到主
的悅納，互咱每一個心思意念，都是主所歡喜的，求對內到外，時時刻刻提醒咱，
互咱成為主聖潔的百姓。
感謝上帝，互咱會當藉著大自然來親近伊，藉著讀聖經來聽主的聲，藉著祈
禱的時，來與主說話，用按呢在 2017 年求主互咱每一個人與他越來越親近。
＊聖詩探源＊
聖詩第 141 首 耶穌為咱牧者，顧咱攏無害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The Bible Class Magazine(1860)
作詞／Hugh Stowell(1799-1865)

這首詩是如何的溫柔輕爽，唱時使人感到快樂，滿心謝恩。它像是牧人的形
狀，歷述救主對其羊群的愛護，作者的筆法懇切瀟灑，不失為一首美麗的聖詩。
本首原是為主日學週年紀念而作，不久被教會普遍採用，因為耶穌不但是兒
童的牧人，也是一切信徒的牧人。
作者 Hugh Stowell 是英國著名的佈道家，生於道格拉斯。他的講道引來廣大
群眾，以致原有禮拜堂，不能容下，於是因會眾認捐，重造一座較大的會堂，可
見其佈道能力之大。他不僅能講道，並且善寫聖詩，1865 年去世後，曾經出版一
書，內收他的講章數篇及聖詩 46 首，這首詩也收錄其中，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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