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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 

待降節第一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    
小組收割主日小組收割主日小組收割主日小組收割主日    

                              主後 2018 第 48 週 

 

 

 

 

 

 

 

 
 

 

 

 

 

 

12/2 約伯記 4 章 112/6 約伯記 8 章 

12/3 約伯記 5 章 12/7 約伯記 9 章 

12/4 約伯記 6 章 12/8 約伯記 10 章 

12/5 約伯記 7 章 12/9 約伯記 11 章 

 
 

 

 

 

 

 

 

5 本主日舉行關懷小組收割主日 

5 本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 

5 本主日下午 1:15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5 主後 2018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讀經表 

5 下半年度培靈會訂 12/8(本週六)晚上 7:30 舉行 

5 請儘快繳交 2019年一領二福音勇士決志表 

5 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 

 

 

第一場主日禮拜程序 

 
日期 星期 重要事項 

◆12 月 2 日 日 
待降節第一主日/小組

收割主日/長執會 

◆12 月 8 日 六 
下半年度培靈會 (講

師:張思聰牧師) 

◆12 月 9 日 日 

待降節第二主日/什一

奉獻主日/普世聖經紀

念主日/主日講道：張

思聰牧師 

◆12 月 16 日 日 

待降節第三主日/什一

奉獻日/退休牧師、傳

道師奉獻主日/青少年

輔導會議 

◆12 月 23 日 日 

待降節第四主日/救主

聖誕讚美禮拜/聖誕慶

祝會(下午) 

◆12 月 30 日 日 新任長執授職禮 

◆1 月 5 日 六 牧養會議 

◆1 月 6 日 日 
各首長授職禮/小組出

發主日/小會 

 
本週信息：實踐大誡命： 

(4)彼此相愛 

經文：約翰福音 15: 12-17 
哥林多後書 13:11 

下週信息：我信 

 

經文：出埃及記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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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程序 

(待降節第一主日)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林仁堅長老          司琴：楊舒涵姊妹 

    

序    樂…………………………………………………………………司   琴 

宣    召……………聖詩第 43 首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 敬拜詩班 

詩歌讚美 ………………………………………………………DREAM 敬拜團 

1.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2. 滿有能力、3. 主你的疼    

祈    禱………………聖詩第 334 首 主，求祢憐憫阮…………… 司   禮 

啟    應………………………啟應文第 61 篇……………………… 會   眾 

聖    經…………約翰福音 15: 12-17；哥林多後書 13:11………… 司   禮 

講    道 ………………實踐大誡命：(4)彼此相愛………………… 主   禮 

祈    禱…………………………………………………………………主   禮 

第一階段  歡慶……………………………………… 牧養部部長林信欣長老 

1.第一牧區—迦恩小組、迦勒小組、多加小組 

  1)詩歌：你是針我是線 

2.第二牧區—路得小組、路加小組、活水小組、泉源小組 

  1)見證：陳美鳳姐妹 

3.第三牧區—恩惠小組、蒙恩小組、蒙福小組 

  1)詩歌：「活出愛」 

  2)見證：徐金蘭執事 

4.短片—「興起領袖」(2018/3/13~5/1 小組領袖訓練回顧) 

5.第四牧區—恩典小組、恩慈小組 

  1)見證：周詳人弟兄 

6.第五牧區—葡萄園小組、以馬內利小組、想想小組 

  1)詩歌：「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7.第六牧區—感動小組、約書亞小組、橘色思小組、盼望小組 

  1)詩歌：「遇見祢」 

  2)見證：蘇雅恩姐妹 

第二階段  祝福與差遣…………………………………………… 林文良牧師 

  1)為各小組 2018 年新加入的小組員 

  2)為 2019 年新牧區及新小組(區長、小組長) 

 第七牧區：王幸雯執事、第八牧區：林仁堅長老、慕溪小組：吳炘達執事 

  3)為會眾 2019 年一領二福音勇士認領者及被認領者(生命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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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應 詩 ……………聖詩第 521 首 你若欠缺真失望………………會   眾 

奉    獻…………………………獻上自己……………………………司   獻 

事工報告…………………………………………………………………司   禮 

釋放祈禱…………………………………………………………………主   禮    

頌    榮……………聖詩第 398 首 願咱救主耶穌基督…………… 會   眾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阿 們 頌…………………………………………………………………會   眾 

祝福與差遣…………………請於吟差遣詩後離席 …………………敬拜詩班 

默    禱…………………………………………………………………會   眾 
 

 

聖工服事

聖工服事聖工服事

聖工服事 

  

 

本

本本

本          

                    

          週

週週

週 

  

 下

下下

下          

                    

          週

週週

週 

  

 

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

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

小組收割主日聯合禮拜 

  

 

(10:00)

(10:00)(10:00)

(10:00) 

  

 

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第一場禮拜

第一場禮拜(

((

(台語

台語台語

台語)

))

) 

  

 

(9:00)

(9:00)(9:00)

(9:00) 

  

 

第二場禮拜

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

第二場禮拜(

((

(華語

華語華語

華語)

))

) 

  

 

(11:00)

(11:00)(11:00)

(11:00) 

  

 

主

主主

主    

        

    禮

禮禮

禮 

  

 林文良牧師 張思聰牧師 

司

司司

司    

        

    禮

禮禮

禮 

  

 林仁堅 ― 黃依文 田偉程 

司

司司

司    

        

    琴

琴琴

琴 

  

 楊舒涵 ― 彭昱嘉 彭昱嘉 

司

司司

司    

        

    獻

獻獻

獻 

  

 陳建民、葉百惠 ― 周美桃、林鐘蜜 陳清松、陳俞甄 

領唱

領唱領唱

領唱/

//

/和聲

和聲和聲

和聲 

  

 

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鼓手：吳啟男 

和聲:DREAM敬拜團 

― 
謝惠聰/ 

黃素蘭、江明盛 

吳碧芬/  

鼓手：林  瑋 

和聲:以勒敬拜團 

音

音音

音    

        

    控

控控

控 

  

 吳青峯 ― 郭桐志 

許天威、蘇靖雯 

蘇庭儀、蘇宥璇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楊明樹、莊五妹 ― 劉武松、葉百惠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洪哲偉、陳美鳳 ― 周美桃、林鐘蜜 汪嗣軒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煮飯：張文仁 煮飯：楊明樹 

愛餐

愛餐愛餐

愛餐預備

預備預備

預備善後

善後善後

善後 

  

 

打菜：多加小組 

善後：盼望+約書亞小組 

打菜：迦恩、迦勒小組(一)、蒙恩小組(二) 

善後：恩典、恩慈小組 

插

插插

插    

        

    花

花花

花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司值長老

司值長老司值長老

司值長老/

//

/執事

執事執事

執事 

  

 黃依文/蘇錦淑、王幸雯 鄭木榮/雷慧敏、郭桐志 

 
 

 

 

 

 

 

 

 

 

 

 

 

 

 

▲ 

▲ 

▲ 

▲ 

▲ 

▲ 

2018/11/26 

同工參加教會 

高齡關懷事工 

成果分享會 

(北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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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本週小組聚會(12/2-12/8) 
一、凝聚：舒適環境、破冰活動(15 分鐘) 

二、榮耀：為榮耀上帝而唱，生活見證(20 分鐘) 

三、成長：分享實踐上帝的話使生命得到成長；分享每日單獨會主領受(45 分鐘) 

(1)信息傳遞：聖經：約翰福音 15: 12-17；哥林多後書 13:11 (15 分鐘) 
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講道大綱及筆記欄((((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主日禮拜講題：：：：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4)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主耶穌來到世上教導的話語，都是世人應當實行的旨意，尤其基督徒。 

1. 主的命令：彼此相愛（約十五：12、17）。 

 

2. 主的應許：祂的同在（太十八：20）。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兩千多年前，主耶穌在升天以前，對凡跟隨祂的人（教會）有兩個交代－－ 

1. 對內有合而為一的心： 

約翰福音十七：11、21~23 耶穌這篇為教會的禱告，就是最美的講道篇
了！ 

 

 

2. 對外有愛失喪靈魂的心： 

馬太福音十八：18~20 耶穌始終看重傳福音、洗禮、帶領門徒，這三項重
要事工在基督徒信仰共同體裡的重要性。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關懷小組就是教會。小組就是教會在傳福音、洗禮，以及帶領門徒上與主同 

工、為主動員最重要的推手。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 分鐘) 

1. 主耶穌為什麼要祂的門徒們彼此相愛？ 

2.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11、21~23 裡這篇為教會的禱告篇，帶給你個人有什麼樣
的感動與行動？ 

3. 詩篇一廿六：5：｢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請分享你個人今年為著主的名撒
種及收成？ 

 

四、出發：(10 分鐘) 

※為《生命冊》設定對象代禱。為本週關懷行動、關懷活動代禱。 

※若你尚未受洗，歡迎向牧師、小組長報名洗禮，以利安排受洗課程。 

 

五、加速：(10 分鐘) 

※傳遞教會消息。小組參與教會服事代禱。為教會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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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本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本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本主日關懷小組收割主日 

感謝所有牧區在收割主日的詩歌及 

見證呈現。為著明年度的撒種收割 

，福音勇士 2019 決志表設定 2 名對 

象名單已認領者，請儘快將決志表 

交給林信欣長老。 
 

2. 本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本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本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本主日待降節第一主日 

主題：「期待、希望」，禮拜中將 

點燃待降節第一主日的蠟燭。本會 

印製 2019 年月曆，每個家庭領取一 

份。請向小組長領取，沒有參加小 

組的信徒兄姐，請向依文長老領取。 
 

3. 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定期長執會議 

本主日下午 1:15 召開定期長執會議 

，請所有長執及同工致意參加。 
 

4. 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2018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
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讀經表 

刊登在第 11 頁。在待降節期間，眾
信徒兄姐應循待降主日的靈程，以
懺悔克己的心默想、靈修、禱告，
等候迎接主的臨世。 
 

5. 下下下下半年度培靈會訂半年度培靈會訂半年度培靈會訂半年度培靈會訂 12/8(本本本本週六週六週六週六)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30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邀請前任台北市台灣教會更新協會 
總幹事張思聰牧師蒞會培靈，由林 
牧師司禮，請兄姐踴躍邀請慕道朋 
友來參加。 

 
6. 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2019年度教會主題年度教會主題年度教會主題年度教會主題：「：「：「：「生命要生命要生命要生命要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生活有見證生活有見證生活有見證生活有見證」，」，」，」，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二羅馬書十二羅馬書十二羅馬書十二:1~2。。。。 
 
7. 請兄姐踴躍為請兄姐踴躍為請兄姐踴躍為請兄姐踴躍為 12/23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愛愛愛愛••••福音列車福音列車福音列車福音列車」」」」)邀請未信邀請未信邀請未信邀請未信 

朋友至少朋友至少朋友至少朋友至少 2名來參加名來參加名來參加名來參加。。。。請多多使用請多多使用請多多使用請多多使用 

教會印製的邀請卡去邀請教會印製的邀請卡去邀請教會印製的邀請卡去邀請教會印製的邀請卡去邀請。。。。 
 

8. 培育系統生命更新營會報名培育系統生命更新營會報名培育系統生命更新營會報名培育系統生命更新營會報名：：：： 

本會訂 2019/2/28(週四)上午 9:00 至 

3/1(週五)下午 3:00 在台灣神學院， 

舉辦生命更新營會(E1)，對象：所有 

信徒、慕道友及未信者，報名費： 

 

每人 1,000 元(不住宿)，每人 1,500 

元(雙人房，夫妻優先)，每人 1,300 

元(住宿，大會安排)。名額：25 名 

，報名截止：12/30(主日)，報名同 

時繳費，以便大會確定住宿床位。 
 

9.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12/23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聖誕慶祝午會，，，，請表演的請表演的請表演的請表演的
同工注意相關說明同工注意相關說明同工注意相關說明同工注意相關說明 

1) 因 12/22 補班補課，改為 12/16 (日) 

14:00–17:00 進行節目總彩排。 

2) 各節目如有 PPT 檔需配合播放，請 

交付青峯執事。 
 

10. 聖誕報佳音天使軍隊徵召聖誕報佳音天使軍隊徵召聖誕報佳音天使軍隊徵召聖誕報佳音天使軍隊徵召 

時間：12/24(週一)晚上 7:00 集合於 

教會，晚上 7:30 天使軍隊出發。 

主題：「分享上帝的愛」 

隊伍：共二個天使軍隊 

聖誕報佳音天使軍隊登記表張貼於
副堂電視下，請兄姐踴躍登記。 

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 1: 

重新教會-綜合體育場+藝術公園 

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 2: (以松年牧區兄姐優先登記以松年牧區兄姐優先登記以松年牧區兄姐優先登記以松年牧區兄姐優先登記) 

重新教會-菜寮+菜寮公園 
 
11. 代訂聖誕糕代訂聖誕糕代訂聖誕糕代訂聖誕糕 

若會友兄姐個人有需要訂購聖誕糕 

，請向冠儀幹事登記，本日截止。 
 

12. 2019年度獻花奉獻開始登記年度獻花奉獻開始登記年度獻花奉獻開始登記年度獻花奉獻開始登記 

一轉眼就到年底，小會也著手編列 
明年度預算，希望兄姊踴躍參與， 
興起教會、榮耀上帝。首先請兄姊 
踴躍在一樓公佈欄登記「2019 年獻 
花」，奉獻款請於明年提出。 
 

 
 
 
 
 
 

1. 訂 12/15(週六)上午 8:00 在台北市立
第二殯儀館至真二廳舉行主內胡志
宏弟兄告別禮拜，並舉行火化禮拜，
隨後即行安葬於金山基督教平安園，
請兄姊參加及代禱。 

2. 肢體代禱 

住院中： 
陳文潛(許月菊姐先生)、潘榮坤(潘
秀枝姐弟弟)。 

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肢體交通與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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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靜養： 
杜宛玲、葉大妹、楊月華、張陳市、
林曾根、林芙美(范順彰兄母親)、葉
秀緞、李安(黃淑芬姐兒子)、廖峰楠
(廖弓普執事父親)、黃愛玉、葉萬福
(葉陽明父親)、林美德、葉美德(湯
牧師母親)、潘秀枝。 
長照安養： 
李麗利(中興醫院)、楊洪凌(土城健
生護理之家)、張文彬。 
出國工作者：鄭春山(上海)、鄭培宏
(日本)、官翰傑(荷蘭)。 

 
 
 
 
 
 
 

1. 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台北中會婦女事工部 

第63屆年會暨64屆部員與北中婦女 

合唱團第38屆新舊任幹部交接就任 

感恩禮拜，訂12/6(週四)上午9:30- 

12:30，地點：艋舺教會，報名洽美 

桃執事，詳閱布告欄。 
 

2. 北中松年部事工北中松年部事工北中松年部事工北中松年部事工 

舉辦各教會松年團契新、舊會長、 

部員造就聯誼會，訂12/7(週五)上午 

9:30，地點：艋舺教會四樓。 

舉辦2018年慶祝聖誕節感恩禮拜暨 

聯誼活動，日期：12/14(週五)上午 

9:30，地點：馬偕醫院九樓大禮堂， 

12/4前報名截止。以上報名洽吳世平 

長老老，詳閱布告欄。 
 

3. 12/2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關懷愛滋主日關懷愛滋主日關懷愛滋主日關懷愛滋主日」」」」 

請兄姐關心代禱，詳閱布告欄。 
 

4. 12/3 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為總會訂定「「「「身心障礙者關懷日身心障礙者關懷日身心障礙者關懷日身心障礙者關懷日」」」」 

請兄姐關心代禱，詳閱布告欄。 
 

5. 12/10「「「「世界人權日世界人權日世界人權日世界人權日」」」」70週年週年週年週年 

請兄姐關心支持代禱，詳閱布告欄。 
 

6. 2019VBS 教師高峰會兒童佈道全攻教師高峰會兒童佈道全攻教師高峰會兒童佈道全攻教師高峰會兒童佈道全攻
略特會略特會略特會略特會 

北中教育部主辦，時間 2019/1/20(週 

日)下午 15:00-1/21(週一)下午 15:00， 

報名費用，截止日期，詳閱布告欄。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29,0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3,170元 
第一場禮拜獻金第一場禮拜獻金第一場禮拜獻金第一場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8,990元    
第二場禮拜獻金第二場禮拜獻金第二場禮拜獻金第二場禮拜獻金 上週小計：4,180元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感恩節奉獻感恩節奉獻感恩節奉獻感恩節奉獻 上週小計：37,700元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聖誕節奉獻聖誕節奉獻聖誕節奉獻聖誕節奉獻 上週小計：1,000元    

 
※※※※10/2810/2810/2810/28其他收入修改為聖誕節奉獻其他收入修改為聖誕節奉獻其他收入修改為聖誕節奉獻其他收入修改為聖誕節奉獻1111,000,000,000,000元元元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05,9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7,100元    

 

 

◎◎◎◎2018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年建堂基金累計2,325,700元元元元(1/1-11/25) 
 

◎◎◎◎2018 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年關懷基金收支餘額 390,036 元元元元(11/25 止止止止) 
 
 
 
 
 
 
 
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松年中心 
1. 第 22 期於 11/29 結束，平均上課人

數 35 人。第 23 期將於 2019 年 3 月
7 日開課。大部份是教會的長輩，其
中有 4 位社區的同學穩定出席。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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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4~5兩天，松年中心同工將聯合週

報組同工前往嘉義進行兩天一夜同
工退修會，牧師、師母將一同前
往，計劃與鹿滿教會松年（嘉樂學
苑）交流觀摩，相互學習。 
 

  

 

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敬拜詩班消息 
I 本主日為收割主日聯合禮拜，所以

本週詩班獻詩暫停一次，但會後仍
要練習。 

II 詩班近期將會練聖誕節讚美曲目，
願上帝紀念每一位同工的擺上。 

III 下週獻唱：選曲中。 
 
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第二場禮拜事工事工事工事工 
  12/9第二禮拜由以勒敬拜團主領敬
拜，敬拜曲目：1. 這裡有榮耀、2. 願
我的磐石被人稱頌、3. 每一天我需要
祢、4. 我要看見。 
 
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第六牧區近期聚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盼望盼望盼望盼望    橘色思橘色思橘色思橘色思    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約書亞    

12/2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以弗所 

書(2) 

陳昕 

12/9 

上帝 
的恩慈 
-幸雯姐 

認識自己 
認識神 
-仁全哥 

聖誕 
活動 
彩排 

 
 
 
 
 

 
 
 
 
 
 
 
 
 
 
 
 
 
 
 
 

 
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兒童牧區近期聚會 
◆教師小組經文分享： 

  12/2：幸佑老師，12/9：全體師生採 

  購聖誕節禮物 

◆主日學聚會時間：上午9:15-10:40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故事信息故事信息故事信息故事信息    招待招待招待招待    

12/2 

銘美老師 

秀真老師 

幸佑老師 

品新 

智媖老師 
新恩
力珩 

12/9 
採購 

聖誕節禮物 
全體師生 

宥恩
思涵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堅守主道」， 

  說明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不願意 

  玷汙自己，因此他們不吃那些肉類等 

  精緻食品，只吃素菜和清水。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說出但以 

  理怎樣為神做見證，並告訴我們無論 

  在什麼環境下，都願意為主做見證。 

◆下週主日(12/9)主日學將帶領小朋友 

  至家樂福採購聖誕禮物，請家長為小 

  朋友準備悠遊卡及購物袋，此聖誕禮 

  物預計於 12/23 發給小朋友，請家長 

  鼓勵小朋友多參與主日學的聚會。另 

  外，12/23 將有聖誕慶祝午會，有參與 

  表演的小朋友請記得多加練習，將最 

  棒的表演呈現在聖誕節的活動裡。 

 

 
2018.11.29 松年中心第 22 期結業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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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5 主日講章 

數算神恩數算神恩數算神恩數算神恩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尼希米記 8:9-12 

                                         詩篇 50:23 

                                                路加福音 17:11-19 

    十一月最後一個主日舉行感恩節感恩禮拜，我們全教會一起感恩神恩

豐盛」，並且獻上感恩祭回報領受耶和華上帝滿滿的祝福在我們當中。十

二月第一主日即將進入待降節第一主日，更要感謝上帝最寶貴的、白白的

恩典，將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賜給世人，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完全的祝福

了！今天感恩禮拜當中，邀請田偉程執事來作感恩見證，透過他在職場當

中所領受的恩惠，見證主名。 

    感恩節的歷史雖溯源自主後 1863 年當時美國總統林肯所設立的一個

國定假日，但至今已成為普世慶祝的節日，林肯總統宣告說：「我們一切

的祝福都是至高上帝恩典賞賜的禮物。」感恩節真正的起源是從主後

1621開始的，當時移民到美國的清教徒在秋收時，有豐富的土產收穫，

好比大麥、小麥、蔬果，以及獵得的野雞、野兔等等。清教徒因著上帝的

愛款待當地的印地安人，舉行三天的謝神節，那是美國新大陸第一個感恩

節，再過三年就滿 400 年的歷史了。 

    美國今年感恩節同樣是全家團圓吃火雞大餐的大日子．交通比平時繁

忙四倍，除了白天看遊行以外，從週四到週五都是忙瞎拚消費，美國今年

的買氣強。美國人在歡慶感恩節像歡慶聖誕節一樣熱鬧的同時，已變成表

面化而失去實質意義，忽略感恩節的原始精神是要對上帝的感恩，與缺乏

的人分享上帝的愛。 

  一一一一、、、、感恩的意義感恩的意義感恩的意義感恩的意義：：：： 

    詩五十：23說：「凡獻感謝為祭的就是尊崇我；順從我命令的人，我

一定拯救。」我們獻上感恩祭就是上帝的榮耀。  

    其實，感恩節更應該追溯到舊約時期，在耶路撒冷城牆建好之後，以

斯拉祭司向以色列民宣讀上帝的話語時，他們的心深受感動，以致他們都

悲傷哭泣。然而尼希米卻對他們說，千萬不可憂傷，因為這一天是感謝上

帝的日子，是應當快樂的。尼希米說：「現在大家回家預備筵席吧！把你

們的食物和酒分給不夠的人。今天是我們的主的聖日；你們不要難過，因

為上主賜給你們的快樂就是你們的力量。」（尼八：10）那些准許歸回到

耶路撒冷故土的以色列民，除了為他們自己的好處感謝上帝以外，也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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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人一起分享自己豐盛的食物。 

    後來，尼希米記十二章記載以色列民聚集為耶路撒冷城牆行奉獻禮歡

慶時，尼希米帶以色列的領袖上城牆，把稱謝的人分為兩大隊，一隊稱謝

的人順著城牆右邊行進，另一隊稱謝的人則往反方向行進，尼希米與一半

的百姓走這一隊。兩隊稱謝隊伍的人，主要圍繞聖殿為中心。上帝使大家

大聲唱歌、歡樂慶祝、獻上豐盛祭物。像這樣的一個聖日就是真正的感恩

節。 

    造物主上帝創造世上萬物，賞賜人類生命，當我們每一天起床眼睛打

開，滿心感謝。東升的陽光普照、呼吸的空氣、天上降下的雨水、山川溪

水河流、大地的土壤、四季的果蔬，證明上帝眷顧世人、照顧台灣人無微

不至。 

    然而，當我們看到從上一世紀繼續下來的全球暖化加劇造成大自然生

態浩劫，導致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平均濃度創下歷史新高。當我們看到世

上 51 個國家 1億 2400萬人因極度糧荒生活在瀕臨餓死邊緣迫切需要援

助。當我們看到全球熱帶及高緯度地區 19 個區域正面臨水資源短缺的危

機。當我們看到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地震頻繁，是大地震出現前兆。當我

們看到中國大陸當前正大規模迫害宗教自由，迫害教會拆除十字架行動，

河南已有四千多家教會的十字架被拆，教會正遭受空前苦難。當我們看到

這一切的一切現狀，顯露我們沒有好好作主盡忠的管家。 

  二二二二、、、、感謝的生活感謝的生活感謝的生活感謝的生活：：：： 

     以色列人獻上感恩祭，每次飯前他們必先感謝上帝，主耶穌也是這

樣。我們基督徒作飯前感謝的源起，就是出自猶太教的儀式。從聖經來

看，主耶穌最會向上帝感謝的，在分餅給五千人、四千人吃飽的場合中，

與門徒吃逾越節晚餐時，在以馬忤斯與門徒坐席時，耶穌一定是先祝謝再

擘餅吃。使徒保羅也是這樣做，無論什麼事、無論大小事他都感謝上帝，

帖前五：18說：「在任何環境中都要感謝，這是上帝為你們這些屬於基督

耶穌的人所定的旨意。」 

    前述的天災人禍，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要為著民生物質生活充

足，個人行動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來獻上感恩。我們基督徒即使在患難

中仍充滿信心感謝上帝的帶領，這是跟隨主的人所得到最大的福氣，無論

大小事都數算上帝的恩典。 

    當我們單獨會主靈修讀完尼希米記時，我個人覺得作者應該在第十二

章感恩的奉獻禮作結束，那是最美的結局，但為甚麼還有接下來的第十三

章呢？尼十三章記載尼希米的心靈改革，但也讓我們看到以色列民犯罪忘

恩的例子，簡直是一篇「罪篇」。當尼希米回波斯述職，卻聽到原本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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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上軌道的耶路撒冷，已變得走調離譜。好比大祭司以利亞實引狼入

室玷汙聖殿；利未人放棄聖殿服事竟然在耕作田地；貴族加重擔給猶太平

民以致干犯安息日，導致上帝整體懲罰；以色列民的兒女與外族的兒女雜

婚犯罪受詛咒，尤其身為大祭司領袖的以利亞實在這件事上沒有以身作

則，受到尼希米大大譴責。 

    尼希米旨在教導以色列民要過感恩上帝的生活，以知罪犯罪不感恩為

殷鑑，在世上凡事分別為聖，對上帝忠貞不二。 

  三三三三、、、、不忘主恩惠不忘主恩惠不忘主恩惠不忘主恩惠：：：： 

    詩一○三：2：「我的靈啊，要頌讚上主， 不要忘記他的仁慈。 」有

一句話說：「神施恩又赦免，人蒙恩卻忘恩。」 

    我們都很熟悉路十七：11~19這個故事，主耶穌醫治好了十個長大痲

瘋的人，救了他們的性命，他們豈不應該回來感謝，可是十個人當中只有

一個回來感謝耶穌。其餘九個人忘了主耶穌的救命恩情，耶穌豈不對他們

的舉動感到傷心嗎，那些人是忘恩負義的人。有時候仔細想想自己，我難

道也不是那九個當中的一個嘛！ 

    今年九月我接到一位受洗姐妹的先生寫給我的 e-mail說：「今天我太

太受洗了，內心非常感激，想到你當初在我母親過世時的種種幫助，一直

沒能親口謝謝你。你的啟發帶領也促成了我太太今日的受洗。在此致上萬

分謝意。」各位，你有否這樣的一個人，在感恩節可以記念他，向他致上

謝意的？ 

    今年感恩節，請大家想想你個人對上帝的態度如何？你是一個感恩的

人，或是一個忘恩的人？主禱文說我們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每一天上帝

賞賜給我們豐盛的恩典，不愁吃、不愁穿，肉體心靈上都得蒙平安保守，

就應該心滿意足。 

    不久前，我很感動看了畢嘉士基金會在馬拉威所做的社會關懷工作的

採訪影片。該基金會的社工人員在當地腳踏實地實踐愛心，改善當地脫離

貧困、不衛生的生活。馬拉威是全世界第四貧窮國家，許多貧戶晚上睡在

沒有窗戶的房間，以及睡在冰冷地板上蓋著唯一件的薄被子，感覺寒冷。

這近幾天台灣溫度稍降，牧師娘從衣櫃裡翻出我的一疊比較厚的冬衣，結

果我看到了兩件去年冬天買的還掛著標籤的套頭新衣。許多時候，我們嫌

身上的衣服不夠穿，可是當我們去察看衣櫃裡卻是成堆的衣服時，更當心

存感謝。當我們回顧過去這一整年所領受滿滿的恩典時，我們從內心發

出：「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六十五：11） 

    各位，我再問一次，你個人對上帝的態度如何，是感恩呢，或是忘恩

呢？你當再次數算神恩，獻上感恩祭及感謝祈禱，在每日生活中我可以用

什麼樣實際的行動感謝上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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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主後主後主後2018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讀經表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讀經表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讀經表年待降節期及聖誕節靈修讀經表 
     

     待降節（advent）又稱「降臨節」，顧名思義是「等待降臨」的意思。依

照教會曆的安排，「待降節」是教會年曆的開始，是嶄新的一年的開端，也可

以說是基督徒的新年。有趣的是，在教會曆法的安排上，許多重要的節期都沒

有固定的日期，而是像台灣的農民曆的算法一般，或是以自然界季節變化，如

月缺月圓、潮汐起落的算法來訂定節期，有的則是以主日的落點為依循。待降

節與待降節週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在曆法上的日期每年是不同的，並沒有

特定的日期。根據傳統的算法是從聖誕節十二月 25 日往回推的第四個主日，

也就是最接近十一月 30 日那個主日為待降節第一主日，並依序開始四個待降

主日成為一個準備及等候基督降生、降臨的週期，如此一直延續到聖誕節當天

的整個時段，都稱為「待降節期」。 

 

    傳統上，教會都會在待降節期間在禮拜堂中的聖餐桌上擺設待降環

（advent wreath），由綠葉編織的環，並插上五支蠟燭；環上四支代表四個待

降節主日，每個主日點亮一支，中間的一支是聖誕節當天點燃。點燃五支蠟燭

依序代表：期待（希望）、準備（信心）、宣告（喜樂）、啟示（仁愛），以

及救主的降臨，象徵光的逐漸臨到與完全。從教會節期的神學來看，待降節

（聖誕節）、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並列為基督徒信仰的三大支柱，是營造基

督徒信仰與生活的重要元素與內涵。遺憾這些節期往往被教會忽略，或是因商

業化行銷而偏離主旨，導致這些節期未能提供信徒深刻的信仰反思，來形塑具

有救恩內涵的信仰生活。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節節節節  期期期期  次次次次  序序序序 經經經經     文文文文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2018.12.2. 待降節第一主日 
 賽三：16~17，六十四：2~7 

林前一 39；可十三：33~37 

2018.12.9. 待降節第二主日 
 賽四十：1~5、9~11 

 彼後二：8~14；可一：1~8 

2018.12.16. 待降節第三主日 
 賽六十一：1~2、10~11 

 帖前五：16~24；約一：6~8、19~28 

2018.12.23. 待降節第四主日 
 撒下七：1-5、8~11、16 

 羅十六：25~27；路一：26~28 

2018.12.25. 救主降生聖誕日 
 賽五十二：7~10；來一：1~6 

 約一：1~18 

 

 



2018年 12月 2日(第四十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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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2/2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實踐大誡命：(4)彼此相愛 

聖經：約翰福音 15: 12-17 

      哥林多後書 13:11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32人 

8,990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82人 

4,180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於良善教室 
 
出席 

聖誕戲劇排演 

迦勒小組～11:00於忍耐教室 聖誕戲劇排演 

多加小組～11:00於和平教室  聖誕戲劇排演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3人 

路加小組～11:00於禧年館  出席 8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於陳清松執事家  出席 6人 

蒙福小組～13:30於良善教室  出席 5人 

恩惠小組～14:00於和平教室  出席 4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葡萄園小組～14:00於禧年館  出席 暫停聚會 

主日學/兒童牧區 8:45-11:00於禧年館 
 出席 

獻金 

老師 8、學生 12人 

354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於溫柔教室  出席 9人 

盼望小組～9:00於喜樂教室  出席 5人 

約書亞小組～13:30於溫柔教室  出席 聖誕戲劇排演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於禧年館  出席 18人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禧年館  出席 15人 

12/5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6人 

12/6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一樓仁愛堂(放寒假)  出席 結業聚餐 42人 

12/7拜五 

基要真理班 19:30 延期開課  出席 ― 

第四牧區(社青牧區) 
恩典小組～20:00於忍耐教室  出席 福音餐會彩排 6人 

恩慈小組～20:00於仁愛堂  出席 福音餐會彩排 7人 

第二牧區(壯年牧區) 
活水小組～20:00於黃依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泉源小組～20:00於林仁堅長老家  出席 8人 

12/8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10人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於信實教室  出席 隔週聚會 

以馬內利小組～20:00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隔週聚會 

撒拉弗敬拜詩班 10: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以勒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本週暫停 

DREAM敬拜團 16: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10人 

11/25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8人；主日奉獻 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