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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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舉行聖誕讚美禮拜，一、二堂合併，禮拜時間：09:30。會後舉行慶祝活
動，中午 12:30 聚餐。感謝以下兄姐提供禮品供今日抽獎：林政義、陳彩瓊、
陳黃賢嫺、葉美玲、鄭清惠。
2. 下週主日是台南中會德光教會建堂募款主日，由羅啓宗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3. ★今年度關帳日訂於 12 月 25 日(二)，請需要請款的兄姐、單位務必於 25 日前申
請；如 25 日後才拿得到收據，請提供 2019 年度的憑證，明年再請款。對外獻金
部份，請兄姐於 12 月 23 日前奉獻，以利作業。
4. ★本會訂 2019 年 1 月 6 日檢帳，請各單位、團契當日務必攜帶 2018 年 1~12 月份
傳票、簿冊至 2F 小會會議室備檢。
5. ★今日「源咖啡」暫停一次。
6. ★請有訂購新聖詩尚未領取的兄姐到辦公室領取。
7.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2019 年元月 12 日(六) 上午 09:30 於柳原教會 2 樓長執會議室
召開第 11 屆第 6 次董事暨第 2 次董事管委聯席會議；敬邀牧師顧問、董事管委同工
撥空蒞臨參加。
8. 2019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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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教會慶祝聖誕節備有表演節目、松年團契受邀參演，松契表演練唱由邱一雄委
員負責及帶領、時間：12 月 23 日上午 8 點 30 分在松年教室加強練習，感謝大
家的熱情參與。
2. 12 月份第 5 主日禮拜松年團契獻詩，請兄姐 12 月 29 日(主日)早上 8 點 10 分集
合於松年教室練唱詩歌，一起來榮耀主名。
3.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方便會計作業，感謝大家配合
三、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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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2018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2019 年 3 月 5 日(二)開學。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陳維順兄、朱碧琴姐。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教育委員會舉辦 2019 年「靈性形成」教材研習會，時間：2019 年 1 月 5
日(六)09:30~12:3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300 元(含書籍 1 本，餐費)。詳洽
http://christed.p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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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2019 年 1 月 12 日(六)08:30~13:00 於柳原教會舉行財務檢查。
3.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2019 年 1 月 12 日(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行庶務檢查。
＊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及即將就任的執事、團契、機構幹部代禱。
2. 為江林淑貞姐的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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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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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sî Iâ-so͘ kā I ê ha̍k-seng kóng, Lâng nā ài tè góa tio̍h khòaⁿ-bô ka-kī, giâ i ê
sı̍ p-jī-kè, lâi tè góa.（Má-thài十六:24）
(台語) 彼時耶穌給伊的學生講：
「人若愛隨我，著看無家己，夯伊的十字架來隨我。
(馬太十六 24)
(華語)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馬太十六:24)
＊下週金句＊
約書亞一:9
＊週六禱告會＊
明年度元月 5 日起開始，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12/29)早禱會
由耿明德牧師分享，歡迎大家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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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3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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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 樓松年會館

16 人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23(日)

經節

王下
18-9 章

12/24(一)

賽7章

12/25(二)

路2章

12/26(三)

太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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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四)

12/28(五)

12/29(六)

王下 20 章

王下
21 章

王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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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30

羅啓宗

建造的人生

尼希米
2:17~18

30

305
548
397

使徒信經

12/30

羅啓宗

建造的人生

尼希米
2:17~18

-

-

同上

1/2

耿明德

主是生命的糧

約6:22~40

49

24、146、390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上週講道＊
【一位福音的使者–腓利】

賽 52:7、徒 8:4~8、徒 21:7~9

陳正雄牧師 2018/12/16

今年是咱柳原教會設教120週年，過去年月中有許多位在咱教會服事我所敬愛且已
經受主選召回天家的信仰前輩，第一任高金聲牧師，第二任劉振芳牧師，第三任林照
牧師，第四任郭東榮牧師，第五任鍾茂成牧師，第七任洪伯宗牧師，他們一生的服事，
有如今早所唸的經文：「報好消息，傳和平，報福氣的好消息，傳救恩的，對錫安講：
「你的上帝做王啦！此人的腳上山頂到即媠！」(以賽亞五十二7)這是上帝要拯救耶路
撒冷的預言，帶給被強敵亞述國威脅時，蒙召的以賽亞先知所傳安慰、拯救的信息，
藉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我們來紀念他們。
今早我們從新約聖經初代教會所選出的執事（負責管理這些「膳食」事務）中的
一位「腓利」，他不是耶穌的門徒腓力（台語白話字翻譯同音，英文也是一樣）。通
常我們比較有印象的腓利是他在已經荒廢的那條從耶路撒冷通往迦薩的路上，向埃賽
俄比亞的太監講解有關耶穌的福音，就是舊約聖經的預言（參行傳八26~40）。
我們就從這一位在初代教會所選出的服事同工之一的腓利來，看他受揀選以及他
的順服，包括他與全家人服事的過程來回應我們的使命：實踐一領一，落實新增長。
一、選出有好名聲，滿有聖靈的智慧。（行傳六3~5）
在五旬節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猶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
起來，彼得的演講：見證主耶穌復活的福音。領受他話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
添了三千人（參行傳二14~42）。他們的團契生活就是A.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裡
敬拜。B.在家中擘餅。C.讚美上帝。D.得全體百姓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
們。（行傳二43~47）
當那些日子，門徒增多，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難免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這些問題的發生，使徒很清楚他們的職份就是「專注於祈禱和傳道的事奉」
。就像我們
教會的組織有長老、執事，分別在五個個委員會（禮拜、宣道、教育、服務、總務）
服事，又有十三個機構團契。教會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也是人的團體，是團體就需要組
織來管理。按咱長老教會的法規，就是根據主耶穌將眷顧和治理之權交代教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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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馬太十六19）
記得兩年前的暑假到越南，越南的天主教會比台灣早在1533年。在頭頂有耶穌山，
有機會去爬山，一路往上爬在第一個休息處有亞伯拉罕獻以撒的雕像，往上爬到300
階梯處，有十二門徒像，到400階梯處有摩西的十誡，到500階梯處有山上寶訓（八福），
到811階梯處再上去就是耶穌面向大海，可爬上去的一座像，像的底座，前面是最後晚
餐的壁畫，後面右邊是一幅耶穌出生，博士獻禮物的壁畫，走過去另一幅是耶穌把鑰
匙交給彼得的壁畫很有意思，好像在廣告，藉這些壁畫對前來爬山的人認識聖經的教
導，對基督徒可想這些畫的啓示，對非基督徒讓他們知道聖經在講什麼。就像有人來
參觀咱古蹟禮拜堂，他們會從建築物來知教會的歷史，也知道一百多年前到現在教會
在做什麼。
二、腓利是一位福音的使者（行傳八4~5）
同樣一起受揀選的司提反，在行傳第七章記載他在眾人面前見證復活的耶穌，當
時議會的議員聽他的見證非常生氣，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接著耶路撒冷的教會
遭受到大迫害，眾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向當地
人宣講基督。這段經文給了我們聖靈同工的奇妙，福音就這樣擴展到撒瑪利亞城，撒
瑪利亞城位於猶大和加利利之間。這族人和猶太人因為政治、種族、文化和宗教信仰
上種種的差異，彼此互相仇視。在約翰四章耶穌來到一個叫敘加的市鎮，耶穌因旅途
疲乏，坐在井旁。那時約是正午。有一位撒瑪利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給
我水喝。」他們的對話就可知道他們的心結。
但是腓利卻到撒瑪利亞傳福音，正好表明福音是超越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之間的怨
恨。猶太和撒瑪利亞的基督徒，藉著信耶穌基督能彼此接納，這就是福音的大能。在
羅馬一16~17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
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腓利就在撒瑪利亞各村莊，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就在那時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
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他就起身去，
遇太監指導他先知以賽亞的書，所記載的話。同時也為他施洗。然後腓利就到各城宣
揚福音，一直到凱撒利亞。
三、腓利全家在凱撒利亞服事（行傳廿一8~9）
腓利在耶路撒冷受揀選服事教會的事工，一路順服來到凱撒利亞。使徒保羅與路
加醫生來到凱撒利亞訪問他時，已經過20多年了。這時候的腓利因為保羅和路加來訪，
並住在他家，使作者路加得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從耶路撒冷信徒被迫害而分散各地的
時候開始腓利仍然發揮他那傳福音的特別恩賜。因為說預言是一種公開講道，他有四
個女兒，都是未出嫁的，都會說預言。經文記載腓利的女兒說預言給了我們明白有恩
賜的女性的事奉。在林前十二章提到：恩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事奉有
許多種，卻是事奉同一位主 (4~5節) 。這一切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聖靈所運行，隨
著自己的旨意分給各人的（11節）。他們全家一同為主做美好的聖工，給了我們很好
的激勵。
在退休傳教師紀念主日，咱從腓利受揀選服事，到他順服到撒瑪利亞傳福音的精
神，直到全家在凱撒利亞領受聖靈所賜的恩賜來見證復活的主耶穌，請問你看到什麼？
你覺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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