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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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11/25)是感恩節，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成人洗禮：宋林淑霞、古進臻。
小兒洗禮：林芷薇、洪博恩。信仰告白：洪信雄、邱文淵、王月珊。
2. ★本會訂今日(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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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主日(12/2)禮拜中將恭守聖餐與主同桌，當天服事長老如下：
台語堂–捧杯：洪添裕、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何中亨。
捧杯：卓孟佑、謝理明、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
華語堂–捧餅：何中亨。捧杯：余燕儒。
4. ★「設教 120 週年書畫創作展」至今天下午 2 時結束，請尚未觀賞者禮拜後前往
古蹟教堂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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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聖詩已經到貨，請有訂購的兄姐到辦公室領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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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請各區區長至辦公室領取 2019 年度月曆。
8. ★有兄姐於本會撿到細金項鍊一條，請丟失的兄姐至辦公室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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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8 章 33~37 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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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宣道委員會（主委：余燕儒長老）
為佈置教會聖誕節的裝飾，請長執同工與團契眾會長在等待下午事工研討會前共
同參與，舊禮拜堂請敬拜團協助；禮拜堂及前後欄杆，請聖歌隊及家庭團契協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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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本會圖書館自 11 月 24 日(六)起，改為每禮拜一~五 09:00~17:00 開放，禮拜六、
日休館。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程玉珍、高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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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今天是感恩節，
「源咖啡」特別準備了美味可口的點心和飲料並邀請到嘉義北門教
會的穆艾卿老師前來表演魔術和烏克麗麗，邀請各位弟兄姐妹同來感謝上帝這一
年賜予我們豐富的恩典，願我們享受一個美好喜樂的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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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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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台中聖樂團 2018 年度公演，全地當讚美耶和華音樂會，本會男聲合唱團有參與
演出，時間：12 月 2 日(日)19:30，地點：門諾會林森路教會。
4.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於 12 月 14 日(五)9 點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
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度尚未完成的慶典（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聖誕讚美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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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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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ⁿ góa chhe lín chhin-chhiūⁿ iûⁿ tī chhâi-lông ê tiong-kan; só͘-í lín tio̍ h
tì-sek chhin-chhiūⁿ chôa, sûn-liông chhin-chhiūⁿ chíⁿ-á.（Má-thài 10:16）
(台語) 今我差恁，親像羊佇豺狼的中間；所以恁著智識親像蛇，純良親像鴿仔。
(馬太十:16）
(華語)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馬太十:16）
＊下週金句＊
申命記 7:9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次(12/1)由許明暉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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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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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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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日)

加6章

11/26(一)

11/27(二)

王上 1 章 王上 2 章

11/28(三)

11/29(四)

11/30(五)

12/1(六)

王上
3-4 章

王上
5-6 章

王上 7 章

王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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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12/2

陳祐陞

祂的名稱為
「以馬內利」

12/2

陳祐陞

12/5

陳正雄

祂的名稱為
「以馬內利」
遇患難與亨通
的反省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馬太一:22~25

35

143
102
509

使徒信經

馬太一:22~25

-

-

同上

傳道書
七:11~14

10

373、483、512

同上

經文

＊上週講道＊
【獻身作祭這條路】

羅 12:1~2、箴 23:26

戴碩欽牧師 2018/11/18

任何一位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必須經歷兩個關卡；即得救關、奉獻關和價值觀。
所謂師父帶入門，修行在個人；當傳道者介紹信耶穌的永生，你就信了；而你也就得
救贖了，因為「只要信、就必得救！」這第一關「得救關」就過了，是容易的。但第
二關就難了；因人的習性是只愛得不愛捨；若能好施捨，真正的基督徒才剛起步，這
是「奉獻關」
，屬靈的生活仍未開啟，更不用說品嚐基督徒屬靈生活的甜蜜和喜悅。那
麼，第三關叫做「價值觀」
，這意境更高了。即屬世價值觀，世人所共識認同的，必須
改變如使徒保羅將之視為糞土；基督徒生命價值觀是從永恆的角度，重新來觀看我們
今生今世所有的人事物；即凡人們所認同的財富的積聚，學歷經歷，權利和地位聲望，
都要視如糞土。老實說，這不是一條易路阿！說明白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在第一關擁
有神的印記容易，但第二關我們或許守主日，有禮拜、禱告、讀經、有奉獻，但總是
感覺「身在曹營心在漢」
；雖是屬神的名份，是上帝的兒女，卻沒有上帝的「價值觀」，
不是被上帝所使用，並沒有真正成為上帝兒女該有的價值。因此，使徒保羅提出基督
徒應有的生活規範；當獻上自己給神作為活祭。(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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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活祭是聖潔且理所當然的。米一樣，人百樣；有人食臊，有人食菜；有人
祈禱；
二、有人拜拜；有人一雙箸，欲挾無共味！我們可以說自己是勤奮刻苦耐勞，善
良溫柔有愛心的人，但若要說自己是聖潔，清心的人就有點謙虛不敢承認了。基督徒
常認為自己是罪人，那來聖潔與清心呢！只是使徒保羅所謂的聖潔，乃是「分別出來」
的意思；如他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所說：
「上帝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
救贖。」意思指我們人是被動的，上帝叫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把我們從萬民之中「分別
出來」
，讓我們成為聖潔、公義、智慧、救贖、屬祂的子民。換言之，我們從被分別出
來屬基督的人；好讓耶穌基督把我們從世俗的，罪惡的，肉體中分別出來，與屬世之
人不同，如同祂分別綿羊和山羊一般。所以保羅勸勉我們獻自己為活祭，表示我們是
被歸類於聖潔之中，是上帝所喜悅的，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之所以被分別，目的是為
了讓「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向世人呈顯。
三、向上帝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權。我們常習於向別人作主權宣示來肯定自我價值。
但保羅說基督徒必須向上帝交出主權，作法是獻自己為活祭，並且強調這是理所當然
的。為甚麼呢？「因為萬有都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羅 11：26)又說：
「我們沒
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
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 14：7-8)亦即是說我們今天能夠存
活，能存在柳原教會，甚至百年後，我們都是屬上帝的人，我們原是為著上帝而活的
人。這表示是「主權」屬靈的問題，在屬世的世界或團體之中，我們或可搞革命，行
獨立；然而在上帝面前這事情萬萬行不得。
因此，當我們搞清楚弄明白「主權歸屬」的問題，第二關卡「奉獻關」就非難事
了。舊約聖經記載一段大衛奉獻禱告文，讓我驚訝和感動，也修正了我的奉獻觀念。
大衛這樣禱告：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緊接著他做了一個
主權的宣告：
「因為萬物都是從祢(耶和華)而來，我們把從祢而來的獻給祢。」(歷代志
上 29 章)意思是說，今天我之所以能獻上的一切所有，其實是上帝給予我的，我奉獻
給上帝是理所當然的。
四、獻自己為活祭的挑戰
以色列百姓進入聖殿或會幕獻祭時，會看到兩座祭壇，一位燔祭壇，用皂莢木做
壇，用銅包裹，放在外院中央，若不經過燔祭壇無法進入神的聖所(出 38：1-7)。另一
為香壇，亦是皂莢木做壇，但是用精金包裹，放置於聖所中與法櫃用幔子隔開(出 30：
1-10)。這兩座壇在新約中的意涵指出兩件事，是基督徒生活的挑戰。
1.祭壇說明基督耶穌為了我們的緣故奉獻自己被殺，正如逾越節的羔羊被宰殺為
祭物，我們因而得救贖，讓我們在祂的寶血和救恩之下繼續向前行，進入聖所寶座前。
2.因著基督耶穌為我們而死，所以我當願意在祭壇上，把自己奉獻給上帝，我願
意為祂而死。這是應驗了使徒保羅所言：「我活是為基督，我死也是為基督。」
從此看出，大衛和保羅的共識，舉凡今日我們所擁有的，都是上帝所賜予的；然
後上帝正在等候，祂要把我們奉獻給祂的東西看為奉獻，這是一份至寶貴的愛，是理
所當然，是上帝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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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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