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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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新春稱謝禮拜於大年初二–1 月 29 日(日)早上 09:30 舉行。請大家全家
出席禮拜，當日只有一場禮拜，不提供午餐。
2. 空白月定奉獻袋置於禮拜堂門口處，尚無固定月定奉獻袋的兄姐可至該處自
行拿取並填上姓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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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6 年有參加全年讀經一次運動並完成者，請將讀經記錄表交該區長老簽名
後並在元月 25 日(三)前交青美幹事處，教會將於新春禮拜中頒發禮品。
5. 請禮拜日有都合無法參加聚會的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週間禮拜。
6.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 月 21 日(六)早上 09:00 於民族路教會 2 樓聖歌隊練習室
召開 106 年度第一次管理委員會；10:00 續開 106 年度董事、委員第一次聯席
會議，請董事、委員同工撥空參加，並邀請牧師、顧問一同參與。
7. 本會兩法人（柳原、後壠子）訂元月 21 日上午 9 時起分別召開董事會，請擔
任董事同工務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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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以賽亞書 49 章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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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9 日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1/15、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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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松年團契兄姐繳交會費每人 500 元以利會計作業。
3. 1 月 29 日新春稱謝禮拜，松年團契負責禮拜後聯誼活動的茶點水果準備與
活動中的接待，請委員及兄姐一起來參與。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今天主日禮拜後於長執會議室，舉行今天度第一次月例會及第一季的慶生會。
2. 元月份月例會，主題：「新年，新異象！」，主理人：葉美玲會長，司會：
羅寶玉副會長。
3. 本季壽星有：朱碧琴姐、蔡王吞忍姐、江蔡銀花姐、邱金鳳姐、黃茂卿姐、
郭紫筠姐、施香牧師娘、潘阿藟姐、王美莉長老、陳彩瓊牧師娘、顏美玲
姐、鄭清惠姐。願神以恩典為姐妹們年歲的冠冕！
4. 請婦契姐妹繳交今年度會費，以利會計作業。
5. 今天月例會後，請委員們留下參加委員會！（會長：葉美玲。副會長：
羅寶玉。書記：陳佳萍。會計：盧金梅。靈修：程玉珍、朱昌美。音樂：
黃金鈺。聯誼：王美莉、顏美玲。探訪：賴麗月、郭紫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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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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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黃陳妹姐、許榮祥執事、蔡王吞忍姐、高志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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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新的一年教會全體質與量均有成長代禱。
2. 為 2017 年教會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及教會事工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李朝富兄、莊水發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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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ɷ-thang kèng-pài in, iā mɷ-thang hoʀk-sāi in; in-ūi Góa Iâ-hô-hoa, lí ê
Siōng-tè, toàn-toàn mɷ iông-ún ēng paʀt ê siōng-tè phit-phòe Góa.
(Chhut ai-kiʀp-kiʀ 20:5)
呣通敬拜 ，也呣通服事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斷斷呣容允用
別個上帝匹配我。（出埃及記20:5）
(華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
帝。(出埃及記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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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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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本週(1/21)由
蕭仁維傳道介紹荷蘭人來台時期的宣教師「倪但理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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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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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5(日)

1/16(一)

1/17(二)

1/18(三)

1/19(四)

1/20(五)

1/21(六)

經節

創 47~50 章

伯 1~4 章

伯 5~7 章

伯 8~10 章

伯 11~13 章

伯 14~17 章

伯 18~20 章

＊下週金句＊
出埃及記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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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1
412
507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2

陳正雄

全家得救

創12:1~3
西3:12~17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22

蕭仁維

忠實的愛–
路得與拿俄米

路得記1:8-18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1/25

蕭仁維

撒狄教會

啟示錄3:1-6

27

151A、
120、512

同上

＊上週講道＊
【為主預備他的道路】
路三:3~6、15~17
蕭仁維傳道 2017/1/8
一、前言：
今天分享的經文記載在路加福音中；在今日範圍裡，第二章與第三章，年代
差了將近 20 年。前一章還在記載孩童耶穌上聖殿的事情，後面一章，他的表哥--施洗約翰已經出道，在約旦河邊宣講悔改的洗禮。作者用很快速的節奏在敘述著，
很快的將焦點引導道施洗約翰以及他所做的服事；這邊我們可以稍微聚焦，將目
標放在宣揚悔改的道，以及他為主預備道路。其實，根據聖經的記載，施洗約翰
原本可以不用過的那麼辛苦，憑他的實力也可以稱霸一方，因為當時候他已經有
跟隨他的學生了；這部分可參見馬太福音 11 章。但是他願意謙卑自己，讓自己的
地位不是那麼高。因為他知道在他後來的那一位，是比他還要高出很多的。
所以，接下來，在經文中可以來思考一些事情；究竟為主預備道路，這條主
的道路是什麼？
二、本論
1.經文解析
預備主的道路，我想一般人比較不容易理解。但是預備這件事情對於大家來
說，可能會容易一些。之前有一個關於種樹的新聞，內容是這樣說的：
『牛津大學的新學院裡面的大教堂出現了嚴重的安全問題。經檢查，大禮堂
的 20 根橫樑已經風化腐朽，需要立刻更換。每一根橫樑都是由巨大的橡木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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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保持大禮堂 350 年來的歷史風貌，必須只能用橡木更換。在 1985 年那個年
代，要找到 20 棵巨大的橡樹已經不容易，或者有可能找到，但每一根橡木也許將
花費至少 25 萬美元。這令牛津大學一籌莫展。
這時，校園園藝所來報告，350 年前，大禮堂的建築師早已考慮到後人會面臨
的困境，當年就請園藝工人在學校的土地上種植了一大批橡樹，如今，每一棵橡
樹的尺寸都已遠遠超過了橫樑的需要。這真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消息！一名建
築師 350 年前就有的用心和遠見。建築師的墓園早已荒蕪，但建築師的職責還沒
有結束。』
預備的一個基本態度是：看在未來的需要；這需要一點想像力，並且有熱情，
最後須要有責任的去完成。而對於信仰上面，我們需要為主預備什麼樣的道路。
接著我們來了解關於經文的背景文化。
【時間背景】
第三章一開始所記載的提庇留是奧古士督的承繼人；故此，他是羅馬的第二
位君王。『分封的王』，字面的意思是指四分之一的統治者。作者路加一開始便把
約翰的出現，置放於一個以羅馬帝國作為背景的世界之中；讓我們更能夠快速的
了解到經文年代所帶來的影響。一個宗教墮落，殖民壓迫在即，道德流失的時代。
【施洗約翰身分背景】
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是一名祭司；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這樣的職業是世
襲的。也就是說，約翰一出生就是要來當祭司的。但是我們看到經文的描述，卻
是發現他在約旦河邊，過著野營的生活，吃著蝗蟲以及野蜜(果)。對比光鮮亮麗的
祭司生活來說，是頗大的差異。透過如此，我們可以了解到，約翰以一個非常態
主流的方式來回應上帝，除了相當瞭解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了解自身的使命。
【社會文化背景】
作者把約翰的出現，納入了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的時代。歷史上從來沒
有兩位大祭司同一時間出現的情形發生，這樣路加為甚麼提起他們兩人的名字
呢？在猶太人的社會，大祭司是一身並兼政教的領袖，往昔大祭司的職份是世襲
的，並且是終身的。但當羅馬人進駐以後，這個職位便成為各種各樣陰謀競奪的
對象。此現象也透漏了猶太教內對於金錢、權慾的迷失。
2.經文解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經文。今天經文的範圍，前半段是約翰的使命以
及認知；而後半段是領受聖靈以及末後的分別。
第一個要注意的關鍵字放在悔改這個關鍵字上面。對此，我們可以有幾點的
了解；
(一)悔改不是行為的改變，所以不是棄惡從善；悔改乃是心思的改變，是將心
思從一切在神之外的人事物轉向神自己。
(二)人在神面前最大的罪，乃是心中背逆、不順服神；這也就是我們在悔改時
所要認的『罪』。人一切的罪都是出於背叛神。
(三)我們的心若只顧到宗教、道理、儀文、事奉，而忽略了主自己，那麼我們
也應當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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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亮光】
『3:5』 我們的心不只要轉向主，並且也要讓主在我們的心裏有平直、通達
的道路，好叫祂能佔有我們心中的每一角落。
『3:6』 1. 耶穌基督就是神的救恩；看見祂就是看見救恩。2. 救恩是給所有人
的，問題乃在於看見的人願不願意接受，接受(相信)的人就得著救恩。
『3:16』 1. 施洗約翰是主的先鋒，他的任務是領人悔改，指向基督；我們也
應當如此把人們引到主面前。 2. 悔改不是目的，而是一條道路，要把人引向基督。
悔改是叫人失去自己，信心是叫人得著基督。為了避免人因悔改而過度的自悲，
所以需要加上信心，相信這份的確據。 3. 謙卑的宣認；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不
過度的看重自己的成就。 4. 事奉主者，應該有像施洗約翰那樣謙卑、溫柔的態度。
5. 水的浸禮是舊生命的結束，聖靈的浸禮是新生命的開始；前者需要悔改，後者
需要悔改且相信福音。 6. 人若不肯悔改、接受水浸，將來就要受到火浸；凡肯悔
改且相信、又接受水浸的人，今天也就同時領受靈浸(林前十二 13)。
『3:17』 撒但要的是要篩麥子(路廿二 31)，我們的主則是要「揚淨」糠；我們
若作有份量的「麥子」，只在今世有苦難；若作沒份量的「糠」，則要永遠受苦。
而最後主審判的目的，是「揚淨」，是純潔，是分別；凡在今天肯接受主審判的，
也必通得過將來的審判。對此，我們應當警惕，掛名的基督徒就是「糠」
：外表和
「麥子」差不多，但裏面沒有生命。
【例子引證】
主教與非洲宣教士---克勞瑟(Samuel Crowther) 1809~1891
克勞瑟出生在非洲一個名叫伊釉(Eyo)的小鎮，這是一個信奉回教的部落。有
一天，一群武裝分子衝進歐梭崗(Oshogun)毫不留情的屠殺次第的軍民。當時一位
父親急忙的衝回家裡，要兒女趕緊逃亡，隨後又投入護衛的行列，但是不久就被
殺害。
而武裝的回教徒則把整個村子的人都虜走；當時十二歲的阿柴(Adjai)被迫與
母親分開。而這些被擄走的人則被賣到各地當苦力。當時他最怕被賣給白人，所
以試圖自殺過幾次，但是上帝從中攔阻，留住他的性命。不久，他又被賣到了臘
鉤斯地區。在前往交易地的臘鉤斯地區，他經歷了難以想像的遭遇，陰暗、潮濕、
壅擠的奴隸船上。但是解放隨即到來，兩艘英國軍艦在海岸巡邏，他們或命要攔
阻任何的奴隸交易船，所以這艘奴隸船就被英國海軍解放了，並將船上的奴隸帶
到了賽拉里昂展開新生活。
1807 年英國通過了禁止販賣奴隸的法案，第二年開放了賽拉里昂這個地方，
讓解放的黑人奴隸在此生活。但是這群受解放的黑人卻沒有在這個地方得到自由
與解放，反而在許多的民信與誘惑當中墮落。1816 年英國的教會開始差派宣教師
到這個地區宣教。在二十年中共有五十三位傳教士在此殉道；似乎黑人的天堂成
為了白人的墳墓。
但是上帝預備了阿柴，讓他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並且有機會接受教育，後
來接觸信仰而洗禮，克勞瑟就是洗禮後的改名。
爾後生命經歷如下：
*. 1827 年進入富拉灣學院就讀，這是專門訓練原住民傳道師的學校。
*. 1841 年英國宣教會發起尼日遠征教團，克勞瑟也在此行列中。此非洲宣教區
域看似風和日麗，卻在環境中隱藏著眾多的危機；眾多的宣教師不耐氣候，在宣
教團隊中 150 人裡有 42 位離世。
5

*. 1843 年至伊斯靈頓神學院進修，並封立牧師，是第一位非洲裔被按立的牧師。
隨後又繼續回到賽拉里昂宣道。
*. 1846 年因緣際會至阿貝奧庫塔宣道，並找到機會送信給當地的酋長，在共同
語言以及文化之下，酋長很快的接受其他白人的宣教士；在此地，上帝也祝福並
賜與一項重大的禮物---與 25 年前被硬生生分開的母親以及兄弟見面。
上帝使用克勞瑟的身分，成為在非洲宣道的利器；在當時有許多的宣教士被
食人族殺害，但是他能定意要將福音傳遍這地；並且把聖經翻譯成伊柏語，讓更
多人可以了解上帝的福音。1864 年克勞瑟被按立成為尼日的主教，這是英國教會
第一個封立的非洲裔主教，也象徵著以白人為主的宣教運動，有了一文化融合的
進步。
在他過往以後，他的同工回憶：少有人會在小時遭遇極大的苦難，並且對抗
邪惡；並在如此的逆境中保有品行及好學，最後蒙神選召，獻身預備已久的養分
來傳道。
【屬靈功課】
1. 悔改不是行為的改變，所以不僅是棄惡從善；悔改乃是心思的改變，是將心
思從一切在神之外的人事物轉向神自己。警惕自己，掛名的基督徒就是「糠」
：外
表和「麥子」差不多，但裏面沒有生命。
2. 學習約翰謙卑、溫柔來服事，注神細膩聽聖神的聲。
【結論】
主的道路對我們來說非常清楚，就是引領人來到主的面前，但是過程的方法
則視上帝給我們的位置及時間。就像克勞瑟雖然遇過這樣大的苦難，但是上帝預
備，讓他可回應上帝的呼召。
那麼預備要怎樣開始？在東方，君王要巡視轄地，他便會先派一位使者，指
令官民修治道路。因此，約翰便是『君王』的使者，但是他所要預備的，卻是人
們的心靈和生命。他說：
『君王就要來了，要修直的不是你們的道路，倒是你們自
己的生命。』我們每人都有一份責任，就是把我們自己的生命預備好，好讓君王
來到見了便高興。
預備與改變，就從現在開始。朝著年度主題『全家得救、全家歸主』
，找一個
讓神進入你心裡的機會，也整理你的心，讓這條進入的道路無死角。找一個公眾
的聚會，如：早禱等，或團契聚會，預備自己成為服事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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