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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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明年度(2019 年)各事工委員會組織如下：
代議長老：楊凱成，小會書記：許明暉，長執會書記：葉美玲
(1) 禮拜委員會：卓孟佑(正)、廖寶蓮(副)
禮典組：陳佳萍，聖樂組：張榮璋，接待組：王惠玲
(2) 宣道委員會：洪添裕(正)、卓啓煌(副)
傳道靈修組：卓聖育，探訪組：高雅智，教社組：張麗真
(3) 教育委員會：謝理明(正)、何中亨(副)
培育組：顏姿叡，圖書館組：徐澄榮，歷史資料組：程玉珍
(4) 服務委員會：劉美緻(正)、余燕儒(副)
交通保安組：林玉山，招待聯誼組：劉惠芳，關懷組：呂慧玲
(5) 總務委員會：王文良(正)、何中亨(副)
財務管理組：呂明玲，電器設備組：賴信旭，修繕組：蔡宗良
2. ★請各團契、機構及委員會於 11 月 18 日前繳交 2019 年事工計劃、預算，以利準
備「2019 事工研討會」資料。
3. ★本會訂 11 月 25 日下午 2:00 舉行「2019 事工研討會」
，請全體長執(含新當選執
事及各單位、機構首長）參會。
4. ★感恩節(11/25)舉行洗禮聖禮典，欲報名堅信禮、小兒洗禮、成人洗禮、信仰告
白（外教派會籍轉入）的兄姐，請向牧師或至辦公室登記，並參加 11/24(六)14:00 信
仰造就班。
5. ★本會預定於 12 月 9 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邀請駱維道牧師證道，
並介紹新聖詩，新聖詩在今日第一堂禮拜結束後分發，請訂購者到辦公室領取。
6. ★「設教 120 週年書畫創作展」，時間：11 月 21~24 日 09:00~17:00，11 月 25 日
09:00~14:00，地點：古蹟教堂。
7. ★台中市十字園訂 11 月 24 日(週六)下午 2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第十一
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敬邀牧師顧問及董事同工、管委會主委撥空參加。
8. ★本會園區燈飾已施工完畢，預定 11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點燈，請有空的兄弟
姐妹前來參加。
9. ★請有參加峰谷教會封牧就任禮拜的兄姐，尚未領到紀念品者至辦公室領取。
10. ★請各區區長至辦公室領取 2019 年度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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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成人主日學暫停。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1 月份月例會婦女團契聚會內容：「面對老化生活的選擇」，講師：陳怡娟物理
治療師。精彩專業的分享，歡迎兄姐們參加！時間：11 月 18 日(週日)上午十點半。
地點：1F 松年會館。
三、社青團契（召集人：曾國億弟兄）
社青團契將於今天(11/18)下午 1:00，假 2 樓 A 教室聚會，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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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11 月 18 日(日)10:30 邀請清心社區福祉發展協會，舉辦 107 年度預防失智症專題
講座活動，內容：認識失智症，講員：塗是雋醫師(仁愛醫院台中院區醫療副院長)，
地點：大禮拜堂。請兄姐踴躍參加。
五、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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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有家庭尚未提供照片至辦公室，且需要協助拍攝家庭照者，請至辦公室登記，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結束後，請蔡宗良執事幫忙拍照。
六、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旅遊的兄姐注意，11 月 20 日(二)早上 7 點 45 分前集合教
會前，早餐請自理。祝福旅途愉快！
2.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
(1) 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 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1 感恩禮拜○
2 敬老會○
3 慶婚會○
4 才藝表演○
5 餐敘交誼○
6 伴手禮。
(3) 內容：○
(4) 敬老：80 歲~89 歲、90 歲~99 歲及 100 歲以上三組，分別贈送全聯社禮劵。
(5) 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55 年～夫妻健在者。每隔五年慶婚一次，致贈全
聯社禮劵及獎牌。
(6) 費用：每名 400 元。現任及退休傳道師本人免費。
(7)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8 日止。欲參加的兄姐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七、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7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將於 12 月 16 日禮拜中頒發，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高中職：陳維理、賴承昊、蔡慧卿等 3 人。
大專院校：陳楚云、張碩恩、蘇凱琳、吳和娟、張瑄樵、賴芝亦、張洸郡、
江榆婷、蔡允哲、喬禹傑等 10 人。
八、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本會圖書館配合政府週休二日，自十一月 24 日(六)起，改為每禮拜一~五開放，
禮拜六、日館休。
九、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程玉珍、林榮華、陳維順。
十、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12 月 2 日(日)13:30~17:00，地點：草
屯教會，講題：「教會再出發」（1.戰後台灣基督教會的發展動力 2.誰是快樂的
長老教會會友），費用：200 元(含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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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一教會訂 11 月 18 日下午 3 點，舉行李佳明、張簡雅玲牧師就任第五任主任
牧師、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聖誕市集~愛分享」
，時間：12 月 8 日(六)10:00~15:30，
地點：道禾六藝文化館（西區林森路 33 號）。
4. 台中中會第 88 屆冬季議會於 6 日(二)在豐原教會召開，會中選出第 89 屆中會
幹部如下：
議長：陳伯源牧師，副議長：謝大舜牧師，中會會計：蘇銘珍。
書記：陳怡伶牧師，副書記：莊大慶牧師。總委長老：張美蓁長老。
中委牧師：黃雅惠、林志郎、林鴻佑。中委長老：曾俊榮、陳美芳、戴正祐。
5. 台中聖樂團 2018 年度公演，全地當讚美耶和華音樂會，時間：12 月 2 日(日)
19:30，地點：門諾會林森路教會。
＊代禱事項＊
1. 關心 11 月 24 日全國九合一選舉，能選出忠心為台灣且合神心意的縣市長、民
意代表，在各項公投中對台灣有利益的議題均能順利通過。
2. 為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有更多人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女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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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朱碧琴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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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ó͘-í lí tio̍ h chai Iâ-hô-hoa lí ê Siōng-tè, I sī Siōng-tè, sī sìn-sı̍ t ê Siōng-tè, ūi-tio̍ h
thiàⁿ I siú I kài-bēng ê lâng, kiâⁿ I ê iok kap chû-ài, tı̍ t-kàu chheng-tāi.
（Sin-bēng-kì 7:9）
(台語) 所以，你著知耶和華──你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為著疼伊、
守伊誡命的人，行伊的約及慈愛，直到千代。(申命記 7:9）
(華語)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向愛他、守
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申命記 7:9）
＊下週金句＊
馬太 10:16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次(11/24)由劉美緻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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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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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1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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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9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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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1/18(日)
撒下
22-23 章

11/19(一)

11/20(二)

11/21(三)

11/22(四)

11/23(五)

11/24(六)

撒下 24 章

加1章

加2章

加3章

加4章

加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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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陳祐陞

恩典改變一切

哥林多後
八:1~9

22

299
300
513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28

陳祐陞

跟隨耶穌的
報償

太十:1~14、
34~42

8

151A、490、
508

同上

＊上週講道＊
【神蹟的開始–祈禱】

約六:1~14

陳祐陞牧師 2018/11/11

今早上我欲從耶穌用五餅二魚互 5000 人吃飽的神蹟與咱來分享信息，這個故事我
相信咱都很熟悉，特別這個神蹟在聖經裡面，四本福音書中間攏有記載，耶穌所行的
神蹟不一定福音書四個作者攏有提起，能夠出現四次的一定是有很重要的教示在這中
間，所以今天我從這段經節與咱再一次來思考咱與上帝的關係，神蹟欲怎樣開始在咱
的中間？
1-3v「諸個事以後，耶穌過去加利利海彼旁就是提比哩亞海，有多多人隨他是因
為看見伊所行在病人的神蹟，耶穌上山及他的學生坐佇遐。」你若參考路加福音的記
載，咱就會當了解，在這一段時間是耶穌傳道生涯上面一個很重要的時段，路加福音
九章記載，當 12 位學生跟隨耶穌一段日子以後，耶穌有差出去，互有權柄，有能
力，會當醫病、趕鬼、行神蹟佇附近的鄉社。所以當這 12 位學生回來之時，很歡喜與
耶穌分享的經歷，路加九:10「使徒倒來，將所行排列互耶穌聽，耶穌就導到一
個城名伯賽大，若是眾人知耶穌佇此，就近伊。」此時剛好是猶太人逾越節之前，對
外地有很多人要回去耶路撒冷，親像咱過舊曆年相款，住在外地的囝仔都要回去過年，
所以有一些要回去過節的人也加入跟隨耶穌的行列。
路加九:11 說「耶穌就對講論上帝國的道理，凡若生病的就替醫病。」所以在
這日耶用許多上帝國的道理教示，又替醫病、趕鬼，不知不覺中日頭快要下山了，
所以耶穌對腓力說「咱欲對叨落買餅來互諸個人啊？」腓力說：
「用二百銀仔來買餅，
亦無夠額互逐人得著淡薄。」咱若用較通俗的話，腓力意思就是說：
「你看看！人這
麼多，互回去逐人去找食物就好，再說咱現在即使有錢也無法度買這麼多東西來互
吃。」兄弟姐妹！有時咱攏與腓力相款，遇到一項代誌的時，咱攏是用咱過去的經
驗，來看此項代誌，來解決代誌，在此耶穌若照腓力的做法，這個故事到此就結束了。
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來給耶穌說：「佇遮有一個囝仔，有五個大麥餅、二尾魚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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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諸個互許多人有夠叨落？」第一個學生腓力是說「沒法度啦！」第二個學生安德烈
或許是看到老師很堅持，就到處去問人，結果找到一個囝仔身軀帶有五餅二魚。
兄弟姐妹！有時咱也會與腓力相款，用人的眼光，來處理一項代誌，若是按呢，
上帝的的神蹟就永遠不會發生在咱中間。許多時陣咱看自己所有的親像這五餅二魚，
實在真有限，我 曉，我沒時間，我沒能力，我沒恩賜，總是通過祈禱，通過上帝的
神蹟，伊欲大大使用咱。
10v 耶穌聽腓力及安得烈的話以後，耶穌講「恁教許個人坐啲」，彼所在多多草，
人就攏坐，數額約略 5000，耶穌提許個餅祝謝了後，就分互坐的眾人，魚也是按呢，
攏照所需要的分互。在此為什麼耶穌叫大家坐下，因為耶穌在此要行一個神蹟，
當大家在遐吵吵鬧鬧的時，耶穌要坐下來，當一排一排的人坐下以後，大家安靜下
來，耶穌在此時才提餅祝謝分互大家。兄弟姐妹！當大家吵吵鬧鬧的時，主 當在咱
身上做什麼，只有安靜在主面前，仰望伊，看伊欲按怎替咱解決，欲怎樣行大事在咱
身上，就上帝互咱的祝福不止是有夠，更加有剩餘，親像耶穌在此用五餅二魚來餵養
五千人，還有剩 12 筐的屑仔。
兄弟姐妹，今仔日咱通過五餅二魚的故事咱欲來學習什麼？「神蹟的開始」從哪
裡來？在這個神蹟中，若無安德烈，若無這個囝仔願意拿出伊的五餅二魚，神蹟就無
法度來發生。若照腓力的想法「這是不可能的」。5000 人是咱教會聚會人數的 25 倍，
錢在哪裡？何況你就是有那些錢，在日頭將要下山的時，你要去哪裡買這麼多東西來
互 5000 人吃。總是安德烈他有去進一步去找，將這個囝仔帶到耶穌的面前，來互這個
神蹟來發生。兄弟姐妹，有時陣咱引導一個人來教會，咱也不知道這個人以後在教會
會成為什麼款式的信徒，總是上帝知道要怎樣使用伊，以前在德國有一個年老校長，
他每一次上課以前攏會脫下帽子向他學生很恭敬的行禮，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回答：「在你學生中也許有一日要出現一個偉大的人物，所以我今天先給行禮。」
真正就是近呢，馬丁路德偉大的宗教改革家，就是伊學生中的一個。安德烈將這個囝
仔導到耶穌的面前，或許他不知這個囝仔會當做什麼？總是他為著五餅二魚的神蹟提
供了寶貴的資源。對這個囝仔來說，他所拿出來的食物真正有限，但是通過他所奉獻
的，互耶穌行了這個偉大的神蹟。今仔日或許通過咱的奉獻，咱的服事，或是咱引導
一個人來到教會，就咱教會，也要有神蹟奇事來發生。11v 是整段經節中最高潮的所
在，當這 5000 人坐下來，分為一排一排坐下在看耶穌要做什麼，在這天在那經驗到
五餅二魚互 5000 人吃飽還有剩的神蹟。在這個神蹟要開始以前，聖經說耶穌拿餅祝
謝，神蹟是從祈禱來開始。
兄弟姐妹，你有相信沒有任何代誌大到互上帝無法度處理，無論有什麼困難臨到
咱，只要咱不斷禱告在主面前，他一定會替咱解決。我在上禮拜把這本「疾風烈火」
再拿出來看一遍，這本書作者 Jim Cymbala 牧師是 New York 市中心布魯克林會幕教會
牧師，這間教會附近是妓女、拉皮條、吸毒、遊民、幫派、醉洒的人聚集的所在，是
紐約市最黑暗地區中的一間教會，原本是要關門的教會。1972 年 Jim 牧師夫婦來到這
間教會從 20 人開始，到今天成為 16000 人的教會，的聖歌隊有 250 人組成，大多不
識譜，在美國得到 6 次葛萊美獎。為什麼這間教會能在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的今天，
有親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在中間來產生，因為這是一間敬拜的教會，更卡是一間禱告
的教會。Jim 牧師說：
「教會的復興是需要有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同在，神蹟是對禱告
來開始。」二十幾年前，他來台灣訪問，有人帶他到廟寺參觀，他說當他看到人拿香
在遐拜拜之時，他可以清楚感受到撒但的勢力，他說如果撒但的勢力是漢呢強，咱要
怎樣勝過撒但，只有靠禮拜日去做禮拜是不夠的，咱需要上帝的大能彰顯在咱中間，
需要神蹟，需要互上帝改變咱的生命。這些要從哪裡來，從禱告開始，就你要看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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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作工在咱中間。他第一次經歷到祈禱的氣力是他剛到那間教會的時候，20 人做禮拜
每禮拜奉獻收 85 元美金，當時教會每月要付 232 元銀行貸款，到第一個月月底存款簿
內只有 160 元，若不付就教會面臨到銀行拍賣，那禮拜一是他休息的日子，他來到教
會辦公室，他記得他對上帝祈禱說：
「上帝啊！你一定要幫助阮，雖然我所知不多，總
是我至少知道，這禮拜三阮要繳貸款。」禮拜二去教會，心中想「或許會某某人，從
不知的所在寄一些錢過來。因為在別處常常聽人說有發生這種事，一禱告，上帝就會
感動某人，或是有一封信寄錢來解決問題。」但是在那一天郵局只有寄來一些帳單及
廣告，什麼都沒有。禮拜三就要繳貸款，他上到樓上辦公室，伏在桌上開始哭泣「上
帝啊！我要怎樣，阮教會連貸款都付不起，上帝啊！我要怎麼辦？」他在遐祈禱一個
多小時，忽然互他想到教會除了門口信箱，在郵局還有一個信箱，他就站起來，把
眼淚擦乾，很有信心走到對面街郵局，打開郵箱看內面，結果也是空空，他說當他走
回教會時，整顆心好像被壓扁，上帝已經棄拺我，我一定有做互上帝不歡喜的代誌，
走進他的辦公室，在門口地板上有一個白色的信封，是他五分鐘前離開時沒有的，沒
地址，也沒郵票，沒寫姓名，只是一個白色信封，他兩手發抖打開信箱，裡面有 50
元新鈔二張，他說他開始在他辦公室內大聲喊說「上帝啊！你過關了，你過關了！」
銀行 160 元加上這 100 元，貸款代誌解決。他說對一個年青的牧師這是一個禱告的功
課，是一種信心的功課，一直到今天我還不知是誰送來這 100 元美金，總是我知這是
一個記號，上帝是信實的，上帝是聽人祈禱的上帝，神蹟要從祈禱來開始。
今年 2018 年是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在 120 年來咱教會有開設 8 間子會，另外
與台中中會共同開設 14 間教會，期間雖然也有走過崎嶇不平的道路，但是上帝有行許
多神蹟在咱教會歷史中，神蹟的開始是什麼？但願咱每一個人在主面前有一個心志：
主啊，我欲用祈禱來振動你的手，願你施恩在阮的教會、阮的家庭，願你親手牽阮行
在人生的路途。
最後在此我欲做一個呼籲，咱教會在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中有舉行洗禮聖禮典，
希望尚未受洗的兄弟姐妹能夠把握機會。19 世紀最出名佈道家 Dwight Moody 牧師曾
說過在 1871 年秋天在芝加哥城發生的故事，當時他準備用六個禮拜天晚上傳講耶穌基
督的一生，從出世在馬槽的耶穌，講到他一生，最後受捕受審判，在第五個禮拜晚，
是第五講「那麼，對這位被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應該做什麼？」在講道結束前他說「我
希望你們將這個主題帶回去，在這禮拜中好好思想，下禮拜日我們要繼續說到加略山
上的十字架，然後我們來決定，我們對於拿撒勒的耶穌該做什麼？」他希望那天有許
多人決志受洗，就在那一刻，火災在附近發生，Moody 很快停止聚會，將會眾疏散出
會場，這是芝加哥 1871 年大火的開始。從十月 8 日晚上燒到十月 10 日早上，一共 300
人死亡，超過 10 萬人無家可歸，整個城市 9 平方公里變成廢墟，Moody 沒有機會講
第六講，互這些人決志。
他說「在那場火災以後，我再也沒機會見過那群會眾。直到今天我還是忍不住我
的眼淚，但我要告訴你們，那天晚上我學到一個功課，是我永遠忘不了的，就是當我
向人傳福音時，就在當時帶領他們做一個決定，不會再等一個禮拜，讓他們決定要不
要接受耶穌。」
兄弟姐妹，我很誠懇的對咱中間尚未受洗的兄弟姐妹發出邀請，人無法預測到明
天會發生什麼事情，生命主權在佇神的手中，希望咱每一個人都能捉住機會，捉住最
好的福份，成為上帝的兒女。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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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使用聖詩沿革
陳祐陞牧師整理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 1865 年英國宣教師馬雅各醫師及加拿大馬偕博士 1872 年
來台後，均使用 Morrison 牧師 1814 年編廈門話版本《養心神詩》59 首。
二、1900 年甘為霖牧師編《聖詩歌》122 首，其中新詩有 63 首，其它沿用《養心神
詩》，這是台灣自編第一本詩歌本，剛開始僅南部大會使用，一直到 1912 年南北
合併後，北部教會才使用，但此時《養心神詩》出新版有五線譜 151 首歌本，許
多教會又回去使用新版《養心神詩》。
三、1926 年南北大會合作編《聖詩》
（或稱大會聖詩）共 192 首，其中 97 首出自《聖
詩歌》，132 首出自《養心神詩》，其中有多首重覆，這本聖詩中第 192 首是日本
國歌，因應日治時代要求，全本均沒唱「阿們」。
四、1937 年由明有德牧師主編《聖詩》出版，共 342 首，其中由 1926 年《聖詩》中
收錄 175 首。
五、1964 年出版《聖詩》523 首，除了拿掉 1937 年版 39 首，另外增加 220 首，當中
含台灣人詩詞 54 首，作曲 15 首。
六、過去長期以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神學及音樂均受限於歐美傳統，一直到 2002
年出版《世紀新聖詩》才拓展視野，在 130 首歌曲中包含 35 個國家，其中有 50
首由台灣人作曲。
七、1993 年長老教會總委會傳小組編新聖詩，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為編
輯原則，並涵蓋歷史性、現代性、多樣性、普世性及本土性，新聖詩歷經 28 年在
近 100 位牧長、詩人、音樂人及助理的努力下，終於在 2009 年完成。
八、2009 年版新聖詩共收錄 77 個國家 650 首聖詩，其中保留 1964 年版 369 首（內有
24 首換新曲調），由《世紀新聖詩》中選出 122 首，並有近年來創作及翻譯作品
159 首。在全部 650 首中歐美作品有 300 多首，台灣人（含早期宣教師）詩詞 159
首，作曲 129 首，可說已接近歐美 50%，台灣 25%，第三世界 25%。通過這本新
聖詩我們看見台灣教會與普世教會接軌的曙光，當我們在禮拜中唱出本土及第三
世界聖詩時，更見證基督信仰釘根在本地及福音普世合一的教會觀。
九、有人對新聖詩末了沒唱「阿們」不習慣。聖詩末了唱「阿們」起因於英國教會在
1850 年代後期對中世紀教會唱「阿們」的誤解。1950 年代歐美主流教會均已改
沒唱「阿們」
，只有唱頌榮時將一切榮耀歸給三位一體上帝（386~392 首）才唱「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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