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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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普世聖經紀念主日，歡迎張朝棟牧師到本會證道，陳祐陞牧師前往豐
原教會，願主保守他一路平安。
2. 本會 2015 年度訂 12 月 29 日關帳，恕不受理跨年度的支出憑證，請各單位配
合。2016 年 1 月 3 日查帳。請各單位、團契備好傳票、簿冊，送至小會會議
室檢帳（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張麗真、顏美玲）。2016 年 1 月 16 日中
會檢帳。1 月 10 日(日)上午 11 點編列 2016 年度預算，請小會員出席。
3. 今年 12 月 20 日舉行聖誕讚美禮拜、各項慶祝活動及聚餐。當天一、二堂禮
拜合堂。
(1)09:00~10:30 聖誕讚美禮拜。
(2)10:30~12:10 各團契、機構慶祝表演及摸彩活動。
(3)12:30 聖誕聚餐（在地下室停車場舉行）
(4)請兄弟姐妹可提供當摸彩的禮品，或指定為禮品奉獻，由主辦委員會派人
統一購買。
(5)當天地下室停車場淨空，以便辦理餐會。
(6)購買餐券者，即日起請向曾青美幹事購買，每張餐券 200 元，至本日截止。
4. 12 月 24 日願意開放讓教會前往報佳音的家庭，請至辦公室登記。至本日截止。
5. 禮典組訂於 12 月 27 日(日)中午用餐時段於松年會館舉辦一場「柳原教會 104
年重要紀事攝影回顧展」，屆時歡迎會友前來觀賞。
6. 請第四區（西區）：王重生、陳重輝、何祥百、邱一雄、鍾嘉秦、卓靜觀、
郭王盆、郭金塘、莊水發、王明仁、蔡篤洋、王英智、劉齊芳、賴麗華、
歐王雪雲、張連香、林佑容、蔡宗銘、蘇美麗、賴淑芬、蕭鈴惠、蘇靖淇、
張澤翰、許月娥、戴錦江、魏顯洲、李弘裕、黃文忠，以上弟兄姐妹尚未領
到 2016 年月曆者，到辦公室來領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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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姐姐妹妹一起來跳舞」
，因應聖誕表演的排舞課，時間固定每週日（12 月 13
日）上午 10:50~11:50，週二 19:00~20:00 為加強練習時間。地點：3F 綜合活動
教室。
三、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1. 本主日(13 日)上午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司會：徐澄榮執事。
2. 為參加 12 月 20 日(主日)教會慶祝聖誕團契表演節目，特邀程玉珍醫師指導
帶動唱，請兄姐踴躍參加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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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2 月 23 日(三)上午 09:30 舉行 2015 學年度上學期結業典禮。主禮：陳正雄牧
師。新學期訂於 2016 年 3 月 1 日開學，請兄姐關心、代禱、參與。
五、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2/13)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3 章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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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洪泰陽

胡翠峯/張以諾

劉雅玲/潘哲雄

郭柿娘

洪泰陽

12/20

劉雅玲

胡翠峯/張以諾

羅寶玉/余燕儒

盧金梅
林靜珍

郭柿娘

洪泰陽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家庭：王春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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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M̄ -thang siū pò͘-lō͘, in-ūi pò͘-lō͘ ōe hō͘ ba̍ k-chiu kim ê lâng piàn chhiⁿ-mî,
koh ōe chiong gī-lâng ê ōe péng-tò-tńg.（Chhut ai-kı̍ p-kı̍ 23:8）
毋通受賄賂，因為賄賂會互目睭金的人變睛暝，閣會將義人的話反倒轉。
（出
埃及記 23:8）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12/13(日)
新
眼
光

詩篇

12/14(一)

12/15(二)

12/16(三)

12/17(四)

12/18(五)

12/19(六)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詩篇

119:57~64

119:65~72

119:73~80

119:81~88

119:33~40 119:41~48 119:49~56

＊代禱事項＊
1. 在氣候變化溫度降低的季節，求主保守咱年長的兄姐，有健康的身體。
2. 為教會今年聖誕節一切活動及明年度教會事工代禱。
3. 為 2016 年元月 16 日總統大選祈禱，求主互台灣能夠選出合祂心意的領導者，
帶領台灣突破現有的困境，為台灣前途帶來光明來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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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草兄。
5. 為近日蒙主恩召的兄姐家庭代禱，有：
(1)張得祥長老於 11 月 27 日蒙主恩召，享年 84 歲。訂於 2016 年 1 月 2 日
(六)10:00 在潭子聖教會舉行追思禮拜。
(2)張俊吉弟兄（前在本會小兒受洗）於 11 月 22 日蒙主恩召，享年 76 歲，已
於 12 月 2 日舉行告別禮拜。
(3)何蔡綉鶯姐妹於 11 月 30 日蒙主恩召，享年 81 歲。已於 12 月 12 日(六)上
午 09:30 於本會舉行告別追思禮拜，請關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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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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8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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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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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陳祐陞

傳喜信，
報佳音

路二:8~21

31

102
389
509

尼西亞
信經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3

陳祐陞

照亮世界的光

約一:1~14

32

92

同上

＊上週講道＊
【基督降世與受苦的世界】
以賽亞四十二:1~8
陳祐陞牧師 2015/12/6
進入十二月在許多地方咱可以看到聖誕的氣氛，當你參與佇這款熱鬧中，你
不知會想到這個問題嗎？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今天這個世界還在受苦，到底
耶穌基督誕生對這個受苦的世界有什麼意義？今仔日我希望你 能夠從聖經中來聽
見上帝對你的回答。以賽亞 42 章 1~2 節 看啊！我的僕人，以賽亞先知在耶穌尚
未降生的 700 多年前來就預言耶穌基督的誕生。從以賽亞 40 章開始，以賽亞不斷
的說「我的僕人，我的僕人」一共說 17 次，到底以賽亞所說「我的僕人」是在指
1 是在說以色列百姓。上帝揀選以色列人來做他的百姓，藉著他們將真
什麼人？○
理、救恩傳給世界，但是以色列人卻沒接受上帝給他們這麼重要的角色，自己卻
偏離上帝。雖然是這樣，以賽亞在 40 章以後仍得到啓示說”以色列人仍然是我的
2 第
僕人，我仍然欲用 in”。你可以從此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無棄捨伊的百姓。○
二以賽亞所說的我的僕人是在說彌賽亞，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所以當你讀到”我的
3 以賽亞所說”我
僕人之時，你可以想到其中的預言都是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的僕人”就是你自己，因為你也是受上帝所揀選，在這個世界在做他的僕人。所以
你若能夠將自己奉獻在上帝面前，願意成為伊的僕人，你就會看見上帝要怎樣使
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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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我希望咱每一人能夠看清楚自己的角色！我們都是蒙揀選做基督
徒的，就是要成為神的僕人，在這個世界來執行神的旨意。任何一個基督徒，上
帝揀選你的目的就是要用你，所以你要成為上帝的僕人，讓上帝能夠向這個世界
介紹你說”看啊！我的僕人”。上帝的靈臨到佇人的中間，臨到咱，互咱充滿能力，
會當去做他的器皿，這是是聖誕節的信息，是上帝對這個痛苦世界的回答。上帝
沒有把這個世界的痛苦拿掉，上帝卻臨到這個世界。而且來揀選咱這些卑微的人，
來潔淨我們，充滿我們，使用我們，互我們去經歷到上帝並且為他去做見證。今
天，這呢大的福氣白白欲互咱，不止揀選咱又扶持咱，又說喜悅咱，又將他的靈
賜互咱。但是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太可惜。不知上帝的恩典是這呢大，還拒絕恩典，
徘徊在上帝恩典外面。
二、上帝降臨在這個痛苦的世界是欲做什麼？是要眷顧那些軟弱的人，3~4v”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上帝對這個世界一個回答就是”我知
道人的軟弱”，這一段聖經在歷史上不知給多少人得到安慰，互多少人去體會到自
己像壓傷的蘆葦，將殘的燈火，雖是這樣，但是上帝欲沒有把我折斷，給我吹滅，
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今天的世界到處都有壓傷的蘆葦及將殘的燈火。你若將
馬可福音從頭到尾讀一遍，你會看見耶穌基督來到世間就是親近那些軟弱者、生
病的，受苦的。當耶穌基督出來傳福音的時候，他看到互鬼附身的，生病的，耶
穌來親近 in，來醫治 in，來與罪人做朋友，”壓傷的蘆葦他無折斷，將殘的燈火他
不吹滅”。
Philip Ansey 寫一本書叫做”當我受傷之時，上帝啊你在哪裡”這本書在美國一
出版，幾個星期即銷售 50 萬本，可見在這個世界多少心靈受傷的人。Ansey 在這
本書中有說起一個故事。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在殺害猶太人的時候，有一
個人名叫 Christy Roger，他是在潘霍華牧師教會的一個信徒，潘霍華牧師當時是
一個神學教授，非常有使命感，他看見希特勒發動戰爭，還殺死幾百萬的猶太人，
就暗中成立一個地下組織，想要暗殺希特勒，但是後來被人洩漏機密，這個組織
的成員許多被捉，關在監牢中，Van Hove 牧師最後是被殺死在監牢中，是在德國
投降一禮拜前被殺死的。這位 Christ Roger 是屬他教會的信徒，也被捉去，當他在
監中有時會互人捉出去打，叫你招供其它基督徒的姓名，組織內還有什麼人？他
內心很害怕，有一天他收到他太太寄互他的一封信，信中他太太用一段聖經節來
安慰他，這段聖經節正是當時他最需要的一段經節，記載在使徒行傳四:26~30”世
上的君王一起來，臣宰也聚集，諸個官員也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丟
彼拉多及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個城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成就
你手和你旨意所預定必有的事，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鑑察，一面叫你僕人大
膽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
行出來”。雖然是這樣， 他的心中還是有驚惶。第二天他閣互人掠出去審問，聽
到隔壁受刑人的哀叫聲，心中很害怕的，他想要放棄他的信仰，他想說我如果受
不了這種重刑，我就不要做基督徒了。當他在等時，有一個被關的人，互人掠從
他旁邊經過，丟一個火柴盒仔給他，他立刻撿起來放入口袋中，心中想他一定有
什麼話要傳互我。在那天納粹沒對他嚴厲的拷打，在那晚他回到房間後，趕快打
開火柴盒，看見裡面有一張紙條，你豈知道紙條上寫的也是使徒行傳四:26~30，
這件事告訴他什麼？上帝還活著，上帝知道我一切的受苦，上帝差兩個人用同樣
的話語來鼓勵我，來安慰我，他說”我就從此堅強起來了”。今天上帝繼續在做這
個工作，”受傷的蘆葦他無折斷”。你若感覺你很軟弱，在環境上你有擔很重的擔，
許多互你的傷心無力再走下去，上帝特別眷顧你，上帝的話語有時藉著別人，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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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你禱告讀聖經，上帝的話臨到你，互你知道，上帝知道你一切的遭遇，上帝關
懷你，上帝欲繼續扶持幫助你。
今天在這個受苦的世界，上帝也差咱去做僕人，去關心那些受傷害的人，你
有想在聖誕時，為上帝去做一項有意義的事嗎？想看嘛在你周圍有那些受傷的，
生病的，孤單的，你可以去陪伴他們，安慰 in，幫助 in，將上帝的疼帶互 in，或
許你的一句話會產生奇妙的作用，你的一點疼心會親像碳火溫暖人的心，會鼓勵
一個人重新站起來。今天受傷的蘆葦實在太多了，誰要去關心、眷顧 in，是你，
是我要做這種人，主耶穌降世是欲眷顧軟弱者。
三、6~8v「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眾民的中保做
外邦人的光，開瞎子的眼睛，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我是耶和華，
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主
耶穌降生到這世界欲做什麼？做眾民的中保，今天上帝揀選你我做基督徒要做什
麼？做眾民的中保，就是把人帶到上帝的面前，作一個橋樑，通過你我把人導到
上帝面前。耶穌基督真正知道自來世上是要做什麼？所以在路加福音四章，記載
主耶穌出來傳道，所宣講的第一段話就是 18~19v「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
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
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這就是上帝國的來臨。主耶穌知道，
他來是欲得開瞎子的眼睛，豈說世間人都睛暝了嗎？是！因為看不見上帝，看不
到救恩的寶貝，也看不到欲滅亡世界的可怕。當主耶穌開咱的眼睛，咱才醒悟過
來，知道人過去是行佇黑暗中，眼睛開了，看見上帝的榮耀，人就會曉欲來跟隨
上帝。今仔日在咱中間若有什麼人還未信主的，求主開你的眼睛，你需要與上帝
立約，上帝在那打開雙手在等你，有一個約按呢寫著「我因為我獨生子的死來赦
免恁一切的罪，今天我與你立約，互你成為我的兒女，將永生的福氣賞賜互你，
將榮耀賞賜互你」。但是你卻在那躊躇，自己告訴自己”我豈一定要受洗？””這個
救恩我還不清楚”。弟兄姐妹，人不是用理性來了解、認識上帝，人是信心、用順
服來親近上帝。人永遠無法完全了解上帝，但是人能夠了解基本的救恩，
「上帝是
創造者，生命的源頭，人從上帝那裡來，因為人犯罪，罪使人與上帝切斷關係，
無法往來，所以上帝成為人來到世間，互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寶血洗清人
一切的罪，互人的罪得到赦免，互人成為上帝的子，恢復人與上帝中間父子關係，
互上帝來引導咱的一生，直到行完世間的路程，上帝又接咱到佇榮耀的裡面，互
人得到永生」這就是基本的救恩，就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
今天，人只有能用信心及單純的心來接受耶穌基督做咱的中保，以賽亞 40~45
章一直在強調這句話「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神」
，因為創造宇宙的上帝只有一個，
他為咱出世是為著欲拯救咱。
耶穌基督的降生對受苦的世界有什麼意義？他成為奴僕到世界來服事咱；他
來，看顧受傷的蘆葦，欲熄的燈火；他來，做百姓的中保，來恢復咱與上帝的關
係，互咱在今生能夠來經驗到上帝與我們同在。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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