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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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待降節第一主日，咱在禮拜中有點燃第一支蠟燭，預備心迎接主的降生。
2. ★本主日(12/2)禮拜中將恭守聖餐與主同桌，今日服事長老如下：
台語堂–捧杯：洪添裕、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何中亨。
捧杯：卓孟佑、謝理明、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
華語堂–捧餅：何中亨。捧杯：余燕儒。
3. 11 月 25 日成人洗禮：宋林淑霞、古進臻；小兒洗禮：林芷薇、洪博恩；
信仰告白：洪信雄、邱文淵、王月珊、王翠娟。小會接納。
4. ★本會預定於下主日(12/9)主日禮拜中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邀請駱維道牧師證
道，並介紹新聖詩。新聖詩已經到貨，請有訂購的兄姐到辦公室領取。
5. ★請各區區長至辦公室領取 2019 年度月曆。
6. ★有兄姐於本會撿到細金項鍊一條，請丟失的兄姐至辦公室認領。
7. ★本會訂 12 月 23 日(日)慶祝聖誕節，會後中午聚餐，每人 300 元，請至辦公室
登記繳費，12 月 20 日截止。
8. 請有參加峰谷教會封牧就任禮拜的兄姐，尚未領到紀念品者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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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21 章 25~36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十二月份第二主日(12/9)主日禮拜後在一樓松年教室舉行例會，例會邀請耿牧師
娘信息分享。會中並舉行慶生會，12 月壽星有鄺豫麟兄、張耀文兄，祝福生日
快樂、主恩永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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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負責及帶領練唱時間 12/9、12/16、12/23 早上 8 點 10 分，邀請團契兄姐參加。
3. 十二月份第 5 主日禮拜松年團契獻詩，請兄姐 12/9、12/16、12/23、12/29 主日
早上 9 點 10 分集合於松年教室練唱詩歌，一起來榮耀主名。
4.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
(1)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3)報名參加兄姐，請相約坐車前往。感謝大家的配合。
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7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將於 12 月 16 日禮拜中頒發，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高中職：陳維理、賴承昊、蔡慧卿等 3 人。
大專院校：陳楚云、張碩恩、蘇凱琳、吳和娟、張瑄樵、賴芝亦、張洸郡、
江榆婷、蔡允哲、喬禹傑等 10 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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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五、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會婦女團契參與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聖誔市集～愛分享」活動，並協助
設攤義賣：客家麻糬、米糕。歡迎兄姐一起前往參加！時間：12 月 8 日(週六)上
午十點至下午三點半，地點：道禾六藝文化館(台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六、宣道委員會（主委：余燕儒長老）
1. 聖誕節禮拜後之慶祝活動，請各團契、個人於 12 月 16 日前將表演項目(含時間)
交給張玉旻執事，以利安排節目。
2. 請欲奉獻聖誕慶祝活動抽獎之兄姐，將相關禮品送到辦公室；請張麗真、高雅
智執事協助點收列冊，截止時間：12 月 16 日。
3. 宣道委員會訂 12 月 16 日第一堂禮拜後於 2F 團契辦公室開會，請相關同工參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民族路教會訂 12 月 9 日 15:00 舉行蘇國欽牧師、歐品智牧師就任第 10 任主任
牧師、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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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今日下午 13:30~17:00，地點：草屯教
會，講題：「教會再出發」（1.戰後台灣基督教會的發展動力 2.誰是快樂的長老
教會會友），費用：200 元(含便當)，欲參加者請向余燕儒長老報名。
4. 台中聖樂團 2018 年度公演，全地當讚美耶和華音樂會，本會男聲合唱團有參與
演出，時間：12 月 2 日(日)19:30，地點：門諾會林森路教會。
5.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於 12 月 14 日(五)9 點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
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代禱事項＊
1. 為此次九合一選舉中當選的縣市長、各級民意代表代禱，求主賜給有愛惜
台灣、為百姓服務的心志。
2. 為今年度尚未完成的慶典（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聖誕讚美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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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朱碧琴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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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ó͘-í lí tio̍ h chai Iâ-hô-hoa lí ê Siōng-tè, I sī Siōng-tè, sī sìn-sı̍ t ê Siōng-tè,

ūi-tio̍ h thiàⁿ I siú I kài-bēng ê lâng, kiâⁿ I ê iok kap chû-ài, tı̍ t-kàu
chheng-tāi.（Sin-bēng-kì 7:9）
(台語) 所以，你著知耶和華─你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為著疼伊、守
伊誡命的人，行伊的約及慈愛，直到千代。(申命記 7:9）
(華語)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向愛他、守
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申命記 7:9）
＊下週金句＊
馬太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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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次(12/8)由楊凱成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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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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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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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2/2(日)

12/3(一)

12/4(二)

12/5(三)

12/6(四)

12/7(五)

12/8(六)

經節

王上
9-10 章

王上
11 章

王上
12 章

王上
13-14 章

王上
15-16 章

王上
17 章

王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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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新的誡命

12/9

駱維道

我唱我所信

哥羅西3:16

117

261、83、
165、260、
604、514、
524、403

12/9

耿明德

明天會更好

帖撒羅尼迦前
書5:4-11

-

-

同上

12/12

耿明德

上帝的確
會保守你

箴言三:21~26

18

35、473、5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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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恩典改變一切】
林後八:1~5
陳祐陞牧師 2018/11/25
今仔日咱存著感恩的心進入上帝的聖殿來敬拜伊。在這個感恩節的主日，相信咱
心中都有無限的感觸，回想咱所經過的日子，一幕一幕都充滿上帝的愛，人會曉感恩
是因為上帝創造人時有將伊的靈放在咱裡面，互咱會曉去感觸到那個疼，去感謝那個
疼，會曉欲回報上帝的疼。
今早上我欲用「恩典改變一切」做主題，這是上帝互我的一句話，我就一直思考
這句話，真正是上帝恩典來引導、來改變咱的一生，所以咱只有會當說「一切都是上
帝的恩典。」什麼是恩典？恩典是上帝無條件的愛來臨到咱這些不配有罪的人；恩典
是上帝依照咱的本樣來接納咱；恩典就是上帝繼續來信任咱這些曾失敗也有可能閣再
失敗的人。恩典改變地位，恩典改變關係，咱本是佇罪人的地位，恩典臨到咱，因為
耶穌基督替咱擔當罪過，咱的罪就受遷徙，互咱成為上帝的子兒。也因著這種與上帝
父子的關係，人出世本來有帶來先天的條件，咱 當改變的這些先天的條件有時就決
定咱的一生；咱閣有加上後天的環境的因素對咱的影響，許多時候這二項條件咱 當
去改變，總是感謝上帝的恩典，咱還有一個屬天的條件，這個屬天的條件會改變咱一
切，無論咱先天及環境的條件如何，屬天所賜落來的條件要改變了一切，感謝上帝，
咱是有恩典的，咱不免繼續佇咱先天、環境的條件中來失志，上帝有從天頂用額外的
恩典來互咱。今天咱要從哥林多後書八:1~5 來再一次思考恩典改變一切，1v「兄弟啊！
阮將上帝所賞賜佇馬其頓諸個教會的的恩報恁知」
，第一點咱相 欲想的就是「上帝賜
互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及上帝賜互柳原教會的恩典是什麼？馬其頓眾教會有什麼恩
典呢？保羅講就是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還會有滿足的快樂，佇極喪鄉的時，還
會當顯出歡喜幫助人的奉獻。這兩個字親像很困難去湊作伙，佇患難中閣有滿足的快
樂；極喪鄉閣會當奉獻來幫助人，這叫做恩典。馬其頓教會到底有遇著什麼困難呢？
那地區的農產、礦業真正發達，羅馬政府看到這點，所以收成都要納稅互政府，在
遐有煉鐵、煉鋼，但是稅金非常重，因為要繳很多稅金互政府，所以生活就真困難，
而且有一年在馬其頓有大地震，損失很多的財產，總是當聽見在耶路撒冷的教會有
更卡大的困難需要，就對保羅說「阮歡喜奉獻，請你將這些錢拿去幫助耶路撒冷教
會」
，這款的代誌普通人無法度做，就親像你遇到生意失敗，賠了許多錢，連自己的厝
都賣去還人錢，閣去租厝來住，總是當你聽到有一個人比你還困難，你就將你的錢，
拿出來說「我要幫助他」這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你本來自己無法度做，總是上帝互你
佇沒有的當中閣會當做；在患難之時還有滿足的快樂，這就是恩典。兄弟姐妹，上帝
互咱很奇妙，不是有才會當去做，不是 才做有代誌，是因為有上帝的恩典，這是世
間屬上帝的人最大的不同，這叫做恩典改變一切。有時咱看見教會內有一些人，自己
有病痛，總是在探訪工作無推辭，還會去關心別人；經濟無比人較好，總是猶原熱心
奉獻，互咱感覺阮條件比伊卡好，總是阮沒法度做這些代誌。保羅說馬其頓的教會在
極患難的時，閣會當有滿足的快樂，我相信今仔日坐在咱中間的人，什麼人對上帝領
受最多的恩典，就是有遇著患難的人對不對？或許今年你有遇著艱苦的代誌，總是今
仔日還會當坐在此敬拜上帝，是因為在你的心內深深感謝上帝，上帝的恩典就是這樣。
唐崇榮牧師的老母是一個寡婦，他父親原本很好額，後來做生意失敗，又早過世，
一個老母很困難來養飼一群囝仔大漢，在極困難的時，每禮拜五還能帶一些米去幫助
比更卡喪鄉的人，這叫做恩典；在極艱苦中間，還能栽培五個小孩大漢，其中有三
個成為牧師，這就是恩典。感謝上帝，咱所信的上帝就是這款施落恩典的神，他會當
互咱在患難中有滿足的快樂；在極喪鄉之時，還能夠去關心幫助別人。有時我自己真
愛給主說一句話「主啊！今仔日求你用你的恩典來遮蓋我，求你用你的恩典來扶持我，
我雖然有軟弱有虧欠，總是主你的恩典夠額我用。」上帝在柳原教會有互咱什麼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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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在此所在有 1100 坪的土地，有兩間禮拜堂，停車場可停 70 台車輛，另外咱還有在
後壠子地段的土地在明年三月就欲蓋後壠子教會及一間大飯店，這些攏是前有經歷過
上帝的疼，閣會曉感恩咱信仰前輩所奉獻的，我相信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富有，是因
為有一顆會曉感恩的心，這是人最可貴的所在。或許有許多教會會羨慕柳原有許多
資產，但是我對主所求的是求主不可互柳原教會成為一間「金銀阮攏有，獨獨無耶穌
基督的教會」
。求主互咱會曉善用咱所有的，去幫助神學院栽培上帝國盡忠的工人，關
心退休、喪鄉的傳教者及弱勢肢體及學生，為著宣教咱對內有三福傳福音的訓練，對
外從三年前咱就有派人海外宣教的工作，求主幫助咱，興起更多人用感恩的心，願意
參與在擴大上帝國事工上面，互柳原教會成為上帝歡喜、賜福的教會。
第二、在上帝恩典下面，咱呣是白白領受，咱要有回報、感恩的心。咱來看馬其
頓教會怎樣回報上帝的恩典，3~4v「因為我干證，家己甘願照力量，閣過頭佇
的力量，懇切求阮互得著此個恩，來相及有份佇服事聖徒。」這幾句話很重要，當
咱在恩典下面，不可只有領受恩典，照力量就是說現在你能夠做什麼，就照這樣來做，
但是在此保羅是說馬其頓教會是「閣過頭佇的力量」
，尚且甘心樂意就是歡歡喜喜，
這就是恩典，在不足之時還會當歡歡喜喜，過頭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別人，這就是恩典，
不止這樣而已，他的感恩達到佇最高峰是在 5v「呣若照阮所向望，閣照上帝的旨意，
先將自己獻互主」
，所以你欲回報主的恩，你欲服事主，你欲感恩奉獻，你不是說牧師
期待我這樣，是照上帝的旨意，不止是金錢的奉獻而已，是將自己奉獻互上帝，在一
切的奉獻是達到說「主啊，我這個人，我這一生，你互我的恩典，我欲回報你的恩，
我欲服事你，我欲將本身奉獻互你。」
兄弟姐妹，一個人的奉獻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在美國舊金山有一間監獄是專門
關重刑犯，有許多人不愛去那做典獄長，在 1921 年美國司法部派一個較年輕的 Luis
Lam 去做典獄長，Luis 就帶著太太及小孩前往就任，當 Cathie 隨他先生到監獄時，她
對上帝說「上帝啊！求你施恩互我，我欲互你使用，通過我來影響這些犯人。」她就
開始去看這些犯人的記錄，發現其中許多人有很可憐的背景，她就開始帶她的兒子進
入監獄去看犯人打籃球，進入中間來親近，人對她說「你不可帶小孩來此，萬一
犯人若欺侮怎樣辦？」她說「我若疼，不會傷害我們。」她看到有犯人是盲人，
她就去教他學習盲人點字的書；她看到有一些是啞巴的，她就去學習手語來教用手
語來表達，所以她用她的生命影響這個監獄內許多的犯人。在 16 年中，獄中得到很大
的改變，成為美國模範監獄。有一天 Cathie 車禍去逝，就是在監獄工作 16 年後的
一天，那一天整個監獄氣氛真正低沈，大家很悲傷，隔天早上，副典獄長睡醒時發現
所有犯人都站在監獄鐵門旁邊，他了解的心意，因為典獄長的厝是在監獄旁 2 公里
外，教會在旁邊，用走的走得到，這些犯人欲要去看 Cathie 最後一面，依照加州法律，
這些犯人不能離開監獄，除非去做工，但是那天副典獄長給一個恩典，將鐵門打開
互全部去參加 Cathie 的告別禮拜，出發前告訴他們「請恁傍晚記得回來報到」，鐵
門就打開，受刑人就真安靜，無法警押隊，自己排隊慢慢走到教會，那傍晚每一個攏
回來報到，沒一個逃走，一個人用生命去影響生命，這是上帝的恩典。
兄弟姐妹！今天咱欲怎樣回報主的恩典，基督為咱成做喪鄉，互咱成做富足，今
仔日咱在靈的生命應該是富足的，咱是有東西可給這個世界的，咱要將上帝的愛分出
去，佇這個世界有許多地方需要上帝的恩典。這個世界人不斷互人霸凌、羞辱，互人
感覺見誚，總是在恩典的裡面，有愛、有信任、有鼓勵、有幫助。咱的喪鄉是因為基
督來互咱成為富足，咱今仔日攏有恩典來分互世界。從你的家庭開始，互相送恩典的
禮物，來回報基督的恩。在咱的教會，咱有許多恩典的通路，不可繼續生活在律法的
下面，咱需要恩典，咱也會當分互人恩典，基督為咱成為喪鄉，倒空一切，互咱成為
有豐盛生命的人，咱也欲互這個世界因為基督的恩典來成為富足，互恩典來改變一切。
同心來祈禱。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