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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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舉行 2016~2019 年長老（12 名）、執事（4 名）及 2016 年各團契機
構首長授職禮拜，請就任人員務必參加禮拜。
松契：林政義。婦契：羅寶玉。家契：余燕儒。主日學：卓啓煌。
青契：顏姿叡。少契：陳維理。聖歌隊：張榮璋。敬拜團：張哲豪。
長老：蔡文華、卓孟佑、廖寶蓮、謝理明、余燕儒、何中亨、洪添裕、
劉美緻、卓啓煌、王文良、楊凱成、許明暉
執事：劉惠芳、蔡宗良、呂明玲、張麗真
2. 本日召開長執會，時間：10:50，請長執出席。
3. 本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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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 1 月 30 日(六)上午 10:00 在民族路教會 2 樓教室召開 105
年度第一次董事暨委員聯席會議，請同工撥空安排參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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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6 年第一季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到，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7. 2016 年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請要參加的兄姐在教會入口處拿取讀經進度表。
8. 本會陳以健弟兄與標詩婷姐妹於 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舉行結婚典禮，恭喜他們。
9. 本會陳祐陞牧師、廖寶蓮長老及蕭仁維、胡翠峯二位傳道於 30 日上午前往中
山醫院為廖瑞銘弟兄舉行病床洗禮。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主日學(1/3)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 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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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高雅智
陳佳萍

卓啓煌/卓澔婷
卓啓煌/卓澔婷

謝理明
劉雅玲/潘哲雄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何秋萍
何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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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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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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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新年新希望，你願不願意用讚美來服事神？頌聲合唱團邀請您，每月第一、
二、四週練唱，練習時間：10:30~11:00。每月第三週於第一堂禮拜中獻唱。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月份第二主日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特邀王仁博長老分享，題目：「基
督徒命定的福」，經文：詩篇 133:1~3，聖詩 67 首。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家庭：廖瑞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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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秀雄牧師於 12 月 12 日蒙主恩召，享年 76 歲。已於 12 月 31 日在台南神
學院禮拜堂舉行感恩追思禮拜。
2. 「2016 日光少年冬令營–進擊的日光 2.0」，時間：20216 年 2 月 11 日
13:00~14 日 15:00，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800 元(12/31 前 2500
元)，詳見 http://youth.pct.org.tw。
＊本週金句＊

lí tio̍ h chīn-sim, chīn-sèng, chīn-la̍ t, thiàⁿ Iâ-hô-hoa lí ê Siōng-tè.
（Sin-bēng-kì 6: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申命記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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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度教會事工代禱以及今日就任長執及各團契機構首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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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3(日)

1/4(一)

1/5(二)

1/6(三)

1/7(四)

1/8(五)

1/9(六)

創 6~9

創 10~11

創 12~15

創 16~19

創 20~22

創 23~26

創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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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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5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四

10:00~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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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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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0

陳祐陞

為著我兄弟骨
肉至親

路16:19~31
羅9:1~3

16

75
465
511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0

蕭仁維

聽！耶和華的
聲音

王上19:9~14
可1:1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3

胡翠峯

法利賽人的
信仰模式

馬太23:1~12

10

185

同上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73 首 今阮感謝上帝
作曲／約翰庫魯吉爾 Johann Cruger(1598-1662)
作詞／馬丁林卡特 Martin Rinkart
本詩作詞者馬丁林卡特生於德國，並在當地接受教育，直到神學院畢業。後
來轉往他處，曾經在很多教會中擔任牧師的職位。直到 31 歲，才回到故鄉，此後
服務於鄉梓，再也沒有離開過。
那時，正值德國 30 年戰爭，Eilenburg 是難民的中途站，駐腳處。因此，一批
批的難民帶來了飢餓、困苦、傳染病、傷亡，種種的不幸，許多人在那裡喪失了
生命。馬丁共主持過大約五千次的葬禮，有時一天居然有四十次之多。他非常富
有同情心，很體念別人的痛苦，常以自己的衣物錢財救濟難民。在這個最困苦貧
乏的時期，他寫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讚美詩。不僅在詩詞上有所研究，更是位戲
劇家和音樂家。每個國家在感恩節都選用這一首來感謝上帝。
作曲者約翰庫魯吉爾是十七世紀中很偉大的音樂家。從小，便隨從名師指導，
得到非常良好的音樂訓練。
24 歲時，受聘為德國柏林 St. Nicholas 教會的指揮及司琴。他為教會建立了一
個素質很高又著名的聖歌隊。他不僅作了很多曲子，也著了關於音樂理論方面的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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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上帝奇作為】

路一:46~55

陳正雄牧師 2015/12/27

各位兄姐聖誕平安恭喜。按教會節期聖誕節期從 12 月 25 日至 1 月 6 日（即
主顯日）共 12 天。在這節期中教會一同慶祝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並且感謝祂帶
來的盼望及喜樂。而主顯日固定為 1 月 6 日，而今年的主顯日在拜三。教會通常
選在前一個主日（1 月 3 日）慶祝。在這個主日我們慶祝主耶穌基督在人類當中顯
現自己。
所以，我們還在慶祝主耶穌的降生，而且感謝祂帶來的盼望和喜樂。從我們
唱聖詩 101 首（大家歡喜），就可以體驗到主降生的喜樂，這是上帝奇妙的作為。
首先，從施洗約翰的出生告訴我們上帝奇妙的作為。從歷代志上廿四章所記
載祭司的職是由亞倫的子孫照家族的成員分廿四組，在第八組亞比雅祭司班次的
祭司撒迦利亞，他的妻子名叫以利沙伯，他們同是祭司家族的後代。他們兩人完
全遵守主一切的誡命和規例，在上帝眼中，兩人都被看為義人（正直的人）
。他們
沒有孩子，因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而且兩人也都經老了。就在撒迦利亞值班，
在上帝面前執行祭司的職務，在祭壇上上香。就在那時，忽然有主的一個天使站
在祭壇的右邊向他顯現，對他說：
「撒迦利亞，不免驚，因為上帝已經聽到你的祈
禱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替他號名叫做「約翰」。
其次上帝就在以利沙伯懷孕的第六個月，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省的
一個小鎮拿撒勒。傳信息給已經訂婚的在室女馬利亞說：
「平安！妳是眾女子中尚
有福氣的；主與妳同在！」又說：
「馬利亞，不要怕，因為妳有得到上帝賜福，你
會懷孕生一個男孩，你要給他號名叫耶穌。他會作大人物，人會稱呼他作至高上
帝的子。主上帝會將他祖先大衛的王位給他。他會永遠統治雅各的子孫，他的王
國無窮盡。」馬利亞向天使說：「我還未出嫁，那會有此類代誌？」天使回答說：
「聖神會臨到你，至高上帝的權能會庇蔭你，因為如此那個將要出世的嬰兒是聖
的，人會稱呼他為上帝的子。你看，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她雖然年老，也已經懷
孕，人家說她不能生育，她現在已經有了六個月的身孕，因為上帝沒有一樣代誌
做不到的。」（參路加一:26~38）這不也是上帝奇妙的作為。
就這樣馬利亞來到撒加利亞家拜訪以利沙伯，來印證肯定天使所傳達的信
息。這首「尊主頌」就這樣傳下來。這首詩是很美麗的詩，從受到舊約經文薰陶
的文化背景的猶大農村女子唱出來，表達他的感情。其主要來源是撒母耳的女親
哈拿，在撒母耳因她向上帝求而得到的（我求愛得著此個囝仔；耶和華已經賞賜
我所對伊的求的。所以我用此個囝仔還耶和華，伊一世人還耶和華。）就佇遐敬
拜耶和華。（撒上一:27~28）馬利亞的祈禱很像（參撒上二:1~10）
上帝奇妙的作為也證明了上帝的慈愛、權能，也一定會為卑微者成就大事。
1.驅除狂傲者和他心中一切的計謀（51 節）
當一個人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基督，祂便抹去了生命中最後一絲的驕傲。因
為基督的光能使人看見自己的真面目，這正是驕傲的致命傷。約伯廿二 29 上帝打
倒驕傲的人，拯救謙卑的人，詩篇的詩人也說上主至尊無上，但祂看顧卑微的人，
狂傲的人無法在他面前藏匿。（一三八 6）在舊約創世記有關巴別塔的記載所發出
的信息，警告人們要謹慎人性的傲慢。那時挪亞的後代來到米拿（巴比倫）平原
定居，他們說：「來吧！我們來做磚頭，磚頭燒硬。」又說：「來吧！我們來建造
一座城，城裡要有塔，城裡要高塔，高入雲霄，好來顯揚我們自己的名…」
（創十
4

一:1~9）
，雅各書信引用舊約聖經說：上帝排斥驕傲的人，賜恩典給謙卑的人。
（四
6）馬利亞唱出亞伯拉罕子孫的願望，豈不是也唱出你我的願望。
2.顧念、抬舉卑微的人（48、52 節）
一位卑微的在室女願意接受上主的話在她身上，沒有因為傳統帶給她的拁鎖
而放棄上帝要她成全的大事。我們也相信上帝不曾忘記卑微者的需要，又不曾忽
略卑微者的禱告。耶穌曾說了一個比喻，針對那些自以為義而輕視別人的人說：
「有
兩個人到聖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務員。那個法利賽人昂然站
立，禱告說：
『上帝啊！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別人那…。』但是那個稅務員遠遠
地站著，連抬頭望天都不敢，只捶著自己胸膛說：『上帝啊，可憐我這個罪人！』
（路加十八 9~13）耶穌給了我們很清楚的結論，告訴我們在上帝眼中被當作義人
的是那個稅務員。並說：
「因為上帝要把至高的人降為卑微，卻高舉自甘卑微的人。」
（路加十八 14）
3.使飢餓的人飽餐美食（53 節）
當馬利亞唱「枵的人伊用好物互 in 食到飽，富的人伊互 in 空空倒去。」就是
聖經所記：「互人的比對人提的卡有福氣。」（行傳廿:35）箴言也說：「憐憫喪鄉
的，彼號人有福氣。」（十四 21）「憐憫喪鄉人的，就是借互耶和華；伊欲照伊所
行的好事來還伊。（十九 17）耶穌在預言最後審判提到：彼時義人欲應伊講：「主
啊，阮甚麼將看見你枵，來互你食，嘴乾來互你飲？甚麼時看見你出外來互你住，
褪腹裼互來你穿？甚至時看見你破病，抑是佇監裡，來尋你？」王欲應伊講：
「我
實在給恁講，恁既然行伊佇我的兄弟至微細的一個，就是行伊佇我。」（馬太廿
五:37）
但願咱兄姐能從馬利亞的尊主頌來謙卑順服，作咱的祈禱與生活，把頌讚歸
給那個成全大事的上主。

今日主題：「如何經營新的一年」

聖經：哥林多前書九:24~27

一、你要訂出這一年進步的目標及計劃。

二、在咱日常生活中要有節制。

三、要在目標及計劃上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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