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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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舉行定期會員和會，會員名單公告於公佈欄，如有誤漏，請告知小
會書記謝理明長老。當天一、二堂禮拜合併，禮拜時間上午 09:30。請小會員
在 08:30 於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2. 台中市十字園徵求教會兄姊如有關於十字園廍子坑土葬墓園或東海墓園的照
片提供翻拍，以便建立更完整的十字園歷史資料。相片請送至辦公室。
3. 禮典組開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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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再依表通知
辦理，每次認捐金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4. 本日(1/31)禮拜後發春聯，每戶一份。2 月 7 日舉行新春禮拜，時間：09:30，
一、二堂合併舉行，禮拜後舉行茶餅會，請會友留步交誼。2 月 10 日週間禮
拜暫停乙次。
5. 歷史資料組於新春禮拜(2/7)後安排攝影同工在三個景點為會友拍攝各家族新
春合照：A.大禮拜堂講台前（許明暉長老） B.古蹟禮拜堂大門前（蔡宗良執
事） C.辦公室前花園區（林玉山弟兄），請各家族自由選景前往拍攝。
6. 兄姐如有遺失外套、水壼、保溫杯、眼鏡者，請至辦公室認領。
7. 恭喜許明暉長老夫婦於 1 月 26 日喜獲一千金，願上帝賜福他們。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新年度即日起招生，男女、年齡不拘，上課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費用：每堂課 100 元，欲報名者請洽團長謝理明長老。
二、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31)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四章 21~30 節。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1/31

盧金梅
何秋萍

葉美玲/洪予恩
葉美玲/張以諾

廖寶蓮
謝理明

盧金梅
林靜珍

劉雅玲
郭柿娘

高雅智
何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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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1. 有意參與 2016 年主日插花服事的兄姐，請向張豐智執事接洽，以便安排服
事工作。
四、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1. 邀請愛唱歌的妳，會曉唱歌的妳或是有唱歌恩賜的妳，來參與。
2. 每月第 3 週第一堂禮拜中獻詩。第 1、2、4 週，一堂禮拜後於練唱室練歌。
3. 本日(1/31)因為開和會，練歌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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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本週探訪：曾寶蘭姐妹、郭貴美長老、梁祈錫執事、鍾雅鈴姐妹、莊水發
兄弟、王春草兄弟、潘陳敏姐妹、許湯秀長老娘。
2.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
公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6「門徒培育師資培育營」
，時間：6 月 17~18 日(五~六)，地點：埔里謝
緯營地。
2. 「第 32 屆台灣基督教愛修會暨第 13 屆國際公義和平愛修會」，主題：「提
升信望愛，活出豐盛生命」，時間：2 月 16 日(二)~18 日(四)，地點：聖經
學院，費用：2700 元(含車費膳宿)，詳洽：(03)5217125#201 呂心玫小姐。
＊代禱事項＊
1. 為新總統及新國會代禱，求主幫助他們能帶領台灣突破政治、經濟、外交上
各種困境及兩岸關係迎向更光明的未來。
2. 為今年度教會各項事工代禱，求主互咱質、量攏加添。
3. 在寒流中，求主保守咱大小攏有健康身體。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兄、黃清琦兄、
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娘、梁祈錫執事、潘陳敏姐、林尹晨小朋友、王曾寶
蘭姐、卓東源。
＊本週金句＊

Lín m̄ -thang chū-khoa kóng kiau-ngō͘ ê ōe; Iā m̄-thang hō͘ lām-sám ê ōe
chhut lí ê chhùi; In-ūi Iâ-hô-hoa sī tì-sek ê Siōng-tè, Lâng ê kiâⁿ-chòe hō͘ I
phoe-phêng.（Sat-bó-jíⁿ siōng-koàn 2:3）
恁毋通自誇講驕傲的話，也毋通互濫糝的話出你的嘴；因為耶和華是智識的
上帝，人的行做互伊批評。（撒母耳上 2:3）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6 日）上 08:10 禱告會由何中亨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巴
西流」。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31(日)

2/1(一)

2/2(二)

2/3(三)

2/4(四)

2/5(五)

2/6(六)

經節

出 11-13 章

出 14-17 章

出 18-20 章

出 21-24 章

出 25-27 章

出 28-31 章

出 32-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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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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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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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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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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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祐陞

除舊換新

弗四:17~24

新年
啓應
文

382、
天父恩典
真大、511

使徒信經

＊上週講道＊
【耶穌基督的僕人】
羅一:1~7
陳正雄牧師 2016/1/24
在教會節期的第一段常年期（元月 7 日至 2 月 10 日）之前一天。這期間有「主
受洗主日」（1 月 10 日），是常年期的第一主日。這主日很適合教會舉行洗禮，目
的是提醒受洗的信徒，深思洗禮的意義。其次，是因為主耶穌在受洗之後，才公
開傳揚上帝國的福音。有的教會利用這一主日舉行長執或各機構首長的就任。而
我們教會配合年度事工的執行選在第一主日。因此，藉這常年期，一起從使徒保
羅寫給在羅馬屬耶穌基督的人的書信，他以表現他的自我身份，讓我們清楚我們
每位兄姐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成為耶穌基督的僕人。
1.保羅自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1 節 a）
在使徒行傳第九章記載「掃羅」
（信主之前的名字，在他受差派到塞浦路斯傳
講上帝的道中改稱保羅）遇見主蒙召時，有聲音對他說：
「掃羅，掃羅！你為什麼
逼害我？」他就問：
「主啊，你是誰？」那聲音回答：
「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穌。」
（行傳九:4~5）就是他遇見耶穌之後，最喜歡稱呼耶穌基督為主。
「主」這個字在
希臘文中是形容一個對某人或某物有確定之所有權的人。「主」的反意字是僕人，
就是自認他主人–耶穌基督的奴隸。因為耶穌基督曾愛過他且為他捨命，所以保
羅確認他不再屬自己是屬於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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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舊約中是用來形容屬上帝的人；如摩西是上帝的僕人（約書亞一 2），
約書亞也是上帝的僕人（約書亞廿四 29）
，先知們也是上帝的僕人（耶利米七 25，
阿摩司三 7）
。所以，保羅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僕人，就是把他自己置於先知的行列。
因此，耶穌基督的僕人這句話，是表現對主人耶穌愛的責任和重要職份。
2.選召我作使徒（1 節 b）
我在聖經中聽到上帝的呼召而回應的人，如：亞伯拉罕聽見上帝的吩咐（創
十二 1~3），摩西回應上帝的呼召（出三 10），耶利米和以賽亞他們幾乎違背自己
的心意不但不聽從，來回應上帝的呼召（耶利米一 4~9，以賽亞六 5~9）。主耶穌
曾對跟隨祂的人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十五 16）
保羅告訴我們他認為一個被賦與使命的人，他的生命不是自己要做什麼，而
是上帝要他做什麼。
3.分別他來傳上帝的福音（1 節 c）
保羅很清楚他是被上帝特別分別出來，在他寫給加拉太的各教會的書信中一
開始很明白的宣告：
「我是保羅。我成為使徒，不是由於人的選召，也不是受人的
委派，而是耶穌基督和那使祂從死裡復活的父上帝指派的。」
（一 1）
，接著他又說：
「由於上帝的恩典，在我出生以前，祂已經選召我來事奉祂。當祂決定向我啓示
祂的兒子，使我在外邦人當中宣揚有關基督的福音時，我並沒有向任何人求教，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卻立刻到阿拉伯去，有說去退隱、
默想，然後返回大馬士革。」（一 15~17）
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毫無目的的。使徒行傳中提到在安提阿教會中，聖靈告
訴他們說：
「你們要為我指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呼召他們來擔任的工作。於是
他們禁食禱告，按手在兩人頭上，遣派他們出去。」（行傳十三 2~3）這就是上帝
和祂的教會差派保羅來傳上帝的福音。
4.領受恩惠也接受了任務（5 節）
藉著祂，上帝使我榮幸地成為使徒，要我在世界各國，帶領人信靠並服從基
督。
（5 節）從腓立比書信知道說：
「我出生滿一星期就受割禮。我生來就是以色列
人，屬於便雅憫支派，是血統純粹的希伯來人。就遵守猶太教規這一點來說，我
屬於法利賽派：就熱心說，我曾經迫害過教會。所以，如果遵守律法就算是義的
話，我並沒有什麼可指摘的地方。
（腓立比三 5~6）
，保羅在尚未成為基督徒以前，
他是嚴格地遵守律法，求得人和神的讚賞。現在他終於明白，拯救並不是靠著人
的努力所能做的，是靠著上帝愛所做成的。就是說一切都是恩典。其次，他知道
是為著特別的責任而蒙選召。他曾經是法利賽人，這個名字正確的意思是一個被
分別出來的。所以現在他知道，他必須將生命用來傳好消息在各地的每一個人，
才是被分別出來的意義，不是為個人的榮耀。
從保羅所體驗，作為耶穌基督的僕人，是從基督信仰將你我分別出來，目的
是為了服務所有的人，如耶穌那樣的疼所有的人。就如路加十七:10 僕人的責任：
當你們做完了上帝所吩咐你們做的一切事時，就說：
「我們原是無用的僕人，我們
所做的不過盡了本分而已。」這也是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的精神。就如所唱
聖詩 307B 首第四節的歌詞：希望的光大照燦爛，照我頭前的路開闊，救主賞賜真
實平安，使我終身與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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