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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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禮拜中舉行執事（徐澄榮、陳佳萍、王惠玲、張榮璋）及各團契、機
構首長（主日學：謝理明，少契：江泓汎，社青：周芝韻，家庭團契：許庭魁，
婦契：陳佳萍，松契：徐澄榮，聖歌隊：楊凱成，敬拜團：張玉旻，手鐘團：
鄺豫麟，男聲合唱團：曾正賢）設立及就任式，禮拜後 10:40 召開長執會。
2. 今日下午 1:00 召開小會，審核 2018 年決算及 2019 年預算，請小會員及蔡文華、
曾青美兩位幹事參加。
3. ★本會訂今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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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帳員：廖淑玲、蔡憲仁、顏美玲、陳麗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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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請以下兄姐到辦公室領取新聖詩：潘俊彥、方耀民、蕭玲如、陳怡娟、徐澄榮、
林義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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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理明長老）
本日(1/6)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2019 年元月份第二主日(1/13)主日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特別邀請
王仁博長老信息分享，勢必精彩、請踴躍參加。
2. 元月份壽星如下：何童雪娥姐、陳朱碧琴姐、蔡王吞忍姐、黃茂卿姐、賴陳連
珠姐、邱金鳳姐、洪璟華姐、曾阿俊兄、張和邦兄、陳平祥兄等，祝福壽星們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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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陳增隆夫婦、林慶盛夫婦。
四、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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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霧社教會訂 2019 年 1 月 6 日 15:30 於三育基督學院禮拜堂，舉行傳道師葉元傑
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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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中中會訂 2019 年 1 月 17 日(四)09:30 舉行第 89 屆春季議會，地點：沙鹿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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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牧師、長執及今日就任的執事、團契、機構幹部代禱。
2. 為今年教會推動事工及元月 27 日會員和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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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隆兄。
＊本週金句＊
(台語) Lâng nā tit-tio̍ h choân sè-kài, lâi sòng-sit i ê sìⁿ-miā, ū sím-mı̍ h lī-ek? á-sī lâng
beh chhut sím-mı̍ h lâi tùi-ōaⁿ i ê sìⁿ-miā.（Má-thài十六:26）
(台語) 人若得著全世界，來喪失伊的生命，有甚麼利益？抑是人欲出甚麼來對換伊
的生命？(馬太十六:26)
(華語)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馬太十六:26)
＊下週金句＊
約書亞一:9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1/12)早禱會由陳正雄牧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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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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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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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陳祐陞

火熱的心

路廿四:13~35

9

113
592
398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3

陳祐陞

火熱的心

路廿四:13~35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6

陳祐陞

謙卑與主同行

彌迦書六:8

33

411、373、3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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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6(日)
弗6章

1/7(一)
1/8(二)
1/9(三)
1/10(四)
1/11(五)
1/12(六)
代上 1-2 章 代上 3-4 章 代上 5 章 代上 6 章 代上 7 章 代上 8-9 章

＊上週講道＊
【建造的人生】

尼 2:17~18

羅啓宗牧師 2018/12/30

我們的一生都在建造生命，無論在學問、事業、家庭、健康、人際關係都是一個
建造的過程，但是建造的效果如何？關鍵在我們有沒有做對的事，重要的事。有個教
授在課堂上拿一個透明罐子，先放進滿乒乓球，問同學滿了嗎？同學說滿了。教授再
放滿碎石子，問同學滿了嗎？同學說滿了。教授再放細的土粉進去，再問同學滿了嗎？
同學說滿了。最後教授再澆滿水。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要先放進你的生命裡，否則你的生命只有充滿瑣碎的事。當你的生命被上的
建造，你的家庭、事業、教會都將被建造起來。
尼希米身在外邦居高官，但是他的心在上帝的城，以上帝的心代替自己的心。果
然尼希米建造了耶路撒冷城牆也建造百姓，我們如何學習他來建造有果效的生命？
一、上帝施恩的手
耶路撒冷城牆在人看來情況是毀壞、攻擊，當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他首先向百
姓提起，上帝的手如何幫助他，上帝讓外邦的王同意他回去、給材料。我們要學習尼
西米常常宣告、禱告、見證上帝的恩典來建造生命。
德光教會 24 年來無償使用教會許重勝長老將近 180 坪土地和二層樓的房子，因為
場地不構，分三場禮拜約 250 人聚會，2014 年在崇德四街購買土地，用盡我們 24 年
來的建堂奉獻 5600 萬元，接著計畫建堂，總工程費 12500 萬元。感謝上帝 24 年來以
恩典預備我們來承接建堂的使命。
二、王對我所說的話
上帝使用他的百姓，上帝也使用屬世的資源來成就上帝的心意。因為一切都是屬
上帝的。人常陷於能力不夠？其實是我們要改變想法，我有沒有忠於上帝？終於上帝
連外邦的國王都起來為上帝效命。當以色列百姓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
羅靠王權追殺大衛卻不能得逞，但是大衛卻始終忠於上帝，不敢動手上帝所膏立的王
而得保守且得勝。我們要學習尼希米忠於上帝的生命、生活、事奉來建造生命。
德光教會建堂剛開始設計，我們很仔細考慮財務能力，受許多限制，但感謝上帝
改變我們思考方法，要我們思考上帝的教會夠用嗎？大家同意回應上帝的恩典，盡最
大努力來滿足上帝的教會。從原本地上五樓，後來因為教會在巷子連機車停車都不便，
經常影響住家進出，又因二十幾年來教會因為禮拜堂在三樓，教會是舊式房子沒有電
梯，長輩一直在一樓看電視轉播禮拜。因此增加地下二樓，為了機車停車，以及讓行
動不便的長輩可以搭車從地下二樓無障礙上禮拜堂，總工程費從 6500 萬增加到 12500
萬。我們計畫每年建堂奉獻 1000 萬，十年完成還款建堂目標，這是不容易的目標，請
為我們禱告，相信上帝的恩典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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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起來建造吧
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牆，雖然從一個人領受異像，但是完成使命非個人、小群
而是”我們”，就是尼希米加上以色列百姓大家同心合一。尼希米建造耶路撒冷城牆是
起來行動不是說說而已，他幫助百姓一起來回應上帝。建造耶路撒冷城牆過程面對毀
壞、困難、打擊，他保持對準目標，無論如何都要影響百姓有利於耶路撒冷城牆的建
造。他以身作則，不吃省長的俸祿，減輕百姓的擔子，供給百姓吃飯，教導百姓帶武
器上工，帶領百姓忠心於上帝的工，耶路撒冷城牆就這樣建造起來，百姓也都忠心於
上帝。基督徒如何活出生命的影響力？就是把你的生命投資在上帝喜歡的事，幫助人
一起忠心於上帝喜歡的事。
德光教會從購地開始經歷上帝奇妙恩典，兄弟姊妹提供三千萬無息借款，建堂奉
獻也年年增加，從每年 500 萬、700 萬，到 2017 年 1300 萬。也從兄弟姊妹賣水餃經
歷奉獻比賣的多，而且有人奉獻冰櫃、快速冷凍櫃。教會青少年也想參與，拿爸媽的
加工品來做，把一大包小紅點每 30 個裝一個小的封口袋，一個四角，將近十個人作了
兩個週六和週日下午，完成五千個，奉獻二千元，他們很開心，後來更利用零碎的布
自己設計、畫布、剪布、車布製作杯套義賣。當我們忠心於上帝，必感動更多人一起
回應上帝，經歷更大的恩典。
例如清教徒講道家派克約瑟，一生影響許多人，年老時有人請教他有什麼祕訣？
他說有一件事令他印象深刻，當他要讀大學時，媽媽要求他答應一件事，媽媽說，我
從小用禱告把你養大，如今你要外出讀大學，你要答應媽媽，每天以禱告開始，以禱
告結束。這件事影響他一生，不只每天禱告，遇見困難禱告，每次講道禱告。基督徒
如何活出有影響力的生命，就是把生命投資在上帝喜歡的事。每一天除了工作、睡覺、
休閒，一定要為主做工，一生活出美好的信仰典範，必能經歷上帝的恩典。
四、奮勇作善工
尼希米把建造耶路撒冷城牆看作是善工，是上帝喜悅的工，我們面對生活、工作
什麼心態？苦工或勞工？我們要學習尼希米在善工上奮勇。如何奮勇作善工？不是靠
自己，要學習尼希米不斷的來到上帝面前禱告、感恩、宣告、再行動，保持回應上帝，
倚靠上帝。
威廉克禮可說是印度宣教之父，他用八年時間將聖經翻譯成印度文，買了印刷機，
訓練工人，卻遇到火災燒毀，如果是你我一定生氣、懷疑上帝，但是他禱告，感謝上
帝知道我第一次翻譯不完美，我求你賜下信心、忍耐與勇氣，更深倚靠你。後來他用
24 種印度方言翻譯聖經。奮勇做善工是我們勇敢地向上帝求，勇敢的倚靠上帝。
24 年來德光教會不停止服務社區傳福音，崇學國小晨光教學，一直得貴教會幫
助。忠孝國中得勝者、公園讚美操、松年喜樂學苑、愛心會，帶領人信主。
分享兩個見證，教會一位社工師幫助一位受暴婦女，並把他帶到教會，後來酗酒
成癮的先生也跟來看教會有沒有騙他太太，每次來身上都是酒味，滿口檳榔，都坐在
教會最後一排，我們都很不適應，但是上帝卻改變他在肝癌去世之前受洗，太太和兩
個小孩都留在教會敬拜團服事，感謝上帝因著基督徒的社工師，不只完成工作，更拯
救了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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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見證是教會開始小組牧養時，有位長老在教會帶一個小組，並且在自己七
八個員工的公司，每週一個小時不用上班，老闆帶員工唱詩、讀經、禱告，已經有五
六位員工信主，並在教會一起服事。感謝主當我們樂意將生命為主所用，我們必能經
歷更豐盛的生命。
最後分享一則克呂尼修道院的故事，於公元 910 年法國亞奎丹公爵威廉一世印為
妹妹沒有結婚去世，她繼承妹妹的遺產，他把妹妹遺產位於法國東部離馬肯（Mâcon）
不遠之地的不毛之地克呂尼（Cluny）捐了，並建立修道院。當時修道院敗壞，克呂尼
修道院嚴格執行禁慾院規，之後有許多同型態的修道運動興起，並有許多已存在的修
院亦轉型效法，蔚為克呂尼運動（Cluny movement）興盛期曾接管二千多所修道院。
威廉一世後來提到：妹妹的遺產除了捐給修道院的還在，其餘都不見了。錢是種子，
落在上帝國的好土裡必結實百倍，相信大家的奉獻都要落入上帝國的好土裡結實百倍，
並且世代結果子。
邀請你為我們禱告，利用週報內奉獻袋為我們建堂奉獻，或利用國泰世華銀行東
台南分行(銀行代號 013)、帳號 051030013003、戶名：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台南中
會德光教會，為德光教會建堂奉獻，你們的奉獻將成為福音的種子結實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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