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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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禮拜中有四位執事（2017~2020）及各團契會長、機構首長之設立：
執事：呂慧玲、葉美玲、卓聖育、林玉山。
松年團契：林政義長老。青年團契：張哲豪弟兄。
婦女團契：葉美玲執事。少年團契：江泓汎同學。
家庭團契：何啓光執事。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敬拜讚美團：謝仁維弟兄。聖歌隊：余燕儒長老。手鐘團：高雅智姐妹。
2. 原訂今日禮拜後召開長執會，延至下主日(1/8)上午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召開。
3. 本週六(1/7)15:30 召開小會，審核 2016 決算&2017 預算。請小會員出席參會
4. 本會前陳榮美執事已於 12 月 22 日清晨蒙主恩召，享年 88 歲，訂 1 月 6 日
(五)09:00 在火葬場舉行入殮禮拜，本禮拜六(1/7)上午 9 時 30 分舉行告別禮
拜，求主安慰其遺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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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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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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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票送至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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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詩篇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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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元月份第二主日 1 月 8 日主日禮拜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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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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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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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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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組預定本主日第一堂禮拜後，召開 106 年度期初志工會議，敬請圖書
館志工至圖書室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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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沈麗美姐、李朝富兄、洪伯宗牧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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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愛．陪伴同行，時間：1 月 12~14 日，地點：高雄
中華電信訓練所，費用：3000 元（含宿、餐、保險）。詳洽(02)2362-5282
轉 250 蔡孟潔姐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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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同性議題座談會」
，時間：2 月 11 日(六)09:00~16:00，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受理報名期間：1 月 9 日~2 月 3 日，請洽(02)2362
5282 轉 350 蔡秀靜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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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ʀk-toʀk tāi-seng kiû I ê kok kap I ê gī, chiū chiah ê miʀh lóng beh sòa hō lín.
獨獨代先求伊的國及伊的義，就諸個物攏欲續互恁。(馬太福音6:33)
(華語)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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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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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元/7)起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本週由陳祐陞
牧師介紹來台灣第一位荷蘭宣教師–甘治士牧師（在台期間 1627~1637）
，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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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

1/2(一)

1/3(二)

1/4(三)

1/5(四)

1/6(五)

1/7(六)

經節

創 1~2 章

創 3~5 章

創 6~9 章

創 10~11 章

創 12~15 章

創 16~19 章

創 20~22 章

＊下週金句＊
出埃及記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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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8

蕭仁維

為主預備他的
道路

路加三:3-6，
15-17

35

141、
254A、510

新的誡命

第二堂
台語禮拜

1/8

胡翠峯

什一奉獻

申命記
十四:22~23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1/11

胡翠峯

是舊猶是新

林後四:1~15

24

47、474、
513

同上

＊上週講道＊
【聖誕佳音】
路二:8~14
陳祐陞牧師 2016/12/25
2000 年前耶穌出世在伯利恆城到今日成為一個全世界性的節日，不止在歐美
洲國家，在亞洲、非洲凡若是基督教傳到所在都在慶祝。聖誕節也是一個不分宗
教都在慶祝的日子，台灣政府為聖誕欲放假又怕人說話，因為咱不是基督教的國
家，所以訂一個叫「行憲紀念日」來放假。聖誕要來的氣氛可以從幾方面來感受
出來，天氣冷下來，聖誕樹開始佈置，特別是十二月進入百貨公司馬上感受出播
放聖誕歌曲。有一件事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有關聖誕節的詩歌咱永遠唱不
完，許多人用上帝互他們的恩賜繼續在寫出讚美的歌曲，互咱在聖誕的時來唱出
歡喜的詩歌。
2000 年前當主耶穌出世之時，在咱剛才讀的聖經，天使也是用詩歌來向這些
顧羊的人傳報這個好消息。當這些顧羊的人在伯利恆曠野在暝時守更顧羊之時，
有天使出現，有主的榮光四面照他們，直接向他們傳報主耶穌出世的消息，互他
們知這是一個大歡喜的好消息，是互萬百姓攏有份的。在這同時上帝也用超自然
的方式，用一粒大星來向那些研究天文學的博士報他們知有一位君王欲出世，用
那粒啓明星來引導東方的博士到伯利恆來朝拜這個嬰兒。在 10v 天使特別強調”這
個大歡喜的好消息是互萬百姓攏有份的”是什麼意思？這些顧羊的人是代表平
民、是勞工階級，在當時的社會並無什麼地位，很平凡很卑微的人，博士是代表
有讀書的知識份子，到佇今仔日主耶穌的出世是與全人類都有關係的，因為他帶
來救恩，帶來拯救，互人通過伊來成為上帝的兒女，這即是大歡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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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在聖誕的時，你對上帝有什麼期待嗎？我相信咱都很期待有好的
消息在咱身上來發生，但是咱的好消息，對別人來說不一定是好消息，用咱的需
求來說，不相款的人，所需求的就不一樣。比如說在冬天時，咱都需要一件穿得
很暖的外套，但這件衣服對生活在非洲熱帶的人，他們不需要有厚的衣服，甚至
整年不必穿衣服，他們也過的很歡喜，因為需求不同。
在咱剛才所讀的聖經 10v”天使對他們說莫得驚，因為我報恁大歡喜的好消
息，互百姓攏有份”，咱都很愛好消息，特別是咱期待久久的好消息，總是每一個
好消息對咱每一人不一定是好消息；每一個好消息也不一定是大歡喜的好消息；
每一個好消息也不一定在年代過了還永遠是好消息，獨獨耶穌基督出世的好消
息，沒受時間經過來改變，沒分民族、沒分年齡、身份或是你受教育的高低，對
每一個人都是好消息。為什麼是漢呢好的消息？天使在此說”因為今仔日在大衛
城，已經為著恁生一個拯救者，就是主基督”。在聖誕上帝所要帶來互你的好消息
是什麼？就是”上帝疼你”，世界沒一個好消息會比這個更加好，更加重要更卡大，
即是上帝疼你，為什麼耶穌要來到這個世界？因為他疼咱，因為祂知道人不能沒
有他，所以他來到世間來拯救咱，約三: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這就是上帝的疼，上帝的疼是一種的賞賜，
不是賞賜東西，是將他自己來賞賜咱，這就是上帝的疼，就是聖誕節的好消息。
上帝既然有將這款疼欲來賞賜互咱，咱要怎樣才能得到上帝的疼，領受上帝所欲
互咱的恩典，只要用單純的心來相信，你就會當得到這份禮物，得到上帝的愛。
前一陣看到一個小漢囝仔的故事，看了我真感動，感覺人大漢有時就容易失
落囝仔這種單純的心及真正的喜樂。在美國一個偏僻的鄉村有一間教會，在聖誕
節要到以前，老師在教主日學一班小班的囝仔，唱聖誕歌，一個老師真打拚教他
們唱平安暝，叮叮噹及另外一首 The little drummer boy（摃鼓的囝仔）三首歌，前
面二條歌比較好唱，第三條歌歌詞較困難，有一些小朋友學不好勢，這首歌是說
「有一個囝仔很喪鄉，在那一天庄裡的人欲拿禮物去送耶穌，這囝仔沒禮物，只
有一個鼓，當他去的時看到別人都送耶穌很寶貴的禮物，他就到佇耶穌面前說”我
沒東西可獻互你，不過我將自己獻互你，我來給你打鼓唱一條歌”，所以這個囝仔
就開始唱，那條歌打鼓的聲應該是 pa Rum-pum-pum-pum ,Pa Rum pum pum pum，
但是三、四歲的囝仔”臭乳呆”舌頭捲不好勢，卡唱就是唱 lam-Di-lam-lan-lam，特
別有一個囝仔唱不對又特別大聲，害旁邊的囝仔都隨著他唱 lam-Di-lam-lam lam，
老師心裡想說”慘了，再一、二天就要表演了，看欲怎樣”，她去問別的老師這個
囝仔的背景如何，別的老師對她說，這個孩子沒有父母是與他的祖母同住，每天
來學校，祖母都給他穿得很整齊（祖母是靠領社會救濟金在生活）
，雖然是普通的
衣，但都燙得很整齊，來照顧這個孩子。老師也有將歌詞寫互家長，請家長幫助
囝仔暗念，也邀請家長都來參加看他們表演。到那天你可以想像那些孩子的家長，
囝仔在表演時，攏跑到前面照相，老師也有看到那位阿嬤也有坐在台下，當小班
的小朋友要上台表演之前，老師還特別交待，不可唱做 lam-Di-lam lam。前兩首都
唱得很好，但第三首卡唱都是 lam Di lam lam lam，別的小朋友知道唱不對就不敢
再唱，只有剩一個唱不對愈唱愈大聲，變成獨唱，一點都不驚歹勢，lam-Di-lam lam
也不要緊也是在讚美主。唱完那位老師去找這個阿嬤，阿嬤一方面歹勢，一方面
看孫子表演感動的一直流淚，這孫子不能瞭解阿嬤為何在哭，阿嬤說”唱不對也不
要唱這麼大聲，別人都惦去啦（靜）你自己還愈唱愈大聲”。此時這個小朋友說”
我是為耶穌唱的，為什麼可以惦去，這是我要送給我阿嬤的聖誕禮物”。這個故事
咱可以看到一個囝仔有很單純的心與喜樂。我一直在想人成長的過程愈大漢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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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咱的心思意念就變為愈複雜，是按怎咱不能佐轉來親像這個單純的囝仔說”這是
我為耶穌所唱，欲互我阿嬤的禮物，雖然我所唱的沒完全，我欲用我單純的愛欲
疼你；雖然我沒完全，猶閣請你接受我。”
兄弟姐妹！聖誕是什麼？是上帝的疼臨到佇世間，只要咱用很單純的心來接
受，你就會當得到，當你互這款上帝的疼來摸到你的心之時，自然你會產生一種
生命的改變，有上帝的平安臨到佇你，這就是天使在此所傳報的好消息，”佇極高
的所在，榮光歸互上帝，地上和平歸佇他所歡喜的人的中間”。
在聖誕之時，你欲獻互主耶穌的禮物是什麼？上帝將他獨生聖子主耶穌差到
世間，成為人的樣式惦佇咱的中間，這是上帝互人最寶貴的禮物，咱欲用什麼獻
互他來感謝他對咱的疼？但願咱在 2016 年聖誕之時，你會當在主面前有一個決
志，給主講：主啊！我願意接受你的疼，求你進入我的心，來改變我的生命，來
引導我的一生。同心來祈禱！

＊聖詩探源＊
聖詩第 5 首 天頂講起上帝榮光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選自 Corner’s Gesangbuch，1631
作詞：楊士養牧師(1898-1975)
作曲者為 Corner 先生，其生平不詳。這一首是從他所做的一本為更正教會所
用的“柯拿聖詩集” Corner’s Gesangbuch 中選錄出來，Gesangbuch 即聖詩集的
意思，為早期更正教會所使用的名稱。
作詞者為楊士養牧師，這是他根據詩篇十九：1-4、7-9、14 而寫。當天頂講
起上帝榮光時，穹蒼報揚主齊全，伊的聲音無可聽見，準繩遍滿到天邊，主甚至
都以為日頭安了帳房，想必主早已為我們預備好了前面的道路，因耶和華清潔的
命令，能使人目睭光明，並懇求祢來救贖我，我口所講，我心所想，願祢接納如
芳香，讓我隨時思考並講起上帝的榮光。
聖詩第 338 首 願我能愈愛你，我主基督
作曲／唐恩 William Henry Doane(1832-1916)
作詞／Elizabeth Prentiss(1818-1878)
本詩作詞者 Elizabeth Prentiss 原籍波蘭，生長在美國，是一虔誠牧師之女，從
16 歲開始，就展示了她在散文以及寫詩方面的才華，作品常常發表在波士頓出版
界中極著名的一本書叫“年輕的夥伴(The Youths Companion)”。婚後她隨著牧師
丈夫Ｄr.George L.Prentiss 定居在紐約市，仍不忘繼續發表她的作品，後來更出版
成冊，其中最暢銷也最著名的一本書叫“朝向天國之路(Stepping Heavenward)”，
曾發行至 20 萬冊以上。
她本身是位十分敬虔的基督徒，故其作品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息，在她所寫的
123 首詩歌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頌讚我們的主。
這首“願我能愈愛你，我主基督”是她早期的作品之一。當時寫這首詩歌，
正是她遭遇人生最大痛苦之際，寫完後，她未曾發表，甚至連她的丈夫也沒發現，
經過好幾年之後，也就是 1869 年時，她才將它放在一本詩冊中出版，未幾即受到
人們廣大的注意，而由著名作曲家唐恩博士譜寫成這首令人聞之感動的優美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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