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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誕讚美禮拜、聖誕午會、報佳音 

5 下主日舉行新任長老與執事的就任授職禮 

5  12/30(主日)2018年度關帳 

5 主後 2019年度教會主題：「生命要更新， 

  生活有見證 

5 本會訂明年 1/13舉行第一次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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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日 

待降節第四主日/救主

聖誕讚美禮拜/聖誕慶

祝午會 

◆12月 24日 一 報佳音(晚上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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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8日 二 
中會第一次會議：雙和

教會 

◆1月 12日 六 司禮者訓練會 

◆1月 13日 日 
第一次聖禮典/什一奉

獻主日 

◆1月 19日 六 春節補班補課 

◆1月 20日 日 

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

青少年輔導會議/全教

會大掃除 

◆1月 26日 六 檢帳 

◆1月 27日 日 
定期會員和會聯合禮

拜 

本週信息：沒有地方給主嗎？ 

 

經文：路加福音 2:1-7 
 

下週信息：實踐大誡命:(6) 

在基督同一個身體 

經文：羅馬書 12:5 
哥林多前書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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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聖誕讚美聯合禮拜程序 

(待降節第四主日、聖誕節) 
主禮：林文良牧師           司禮：鄭木榮長老           司琴：蔡宜婷姐妹 

                          主唱主唱主唱主唱：：：：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奉獻我心奉獻我心奉獻我心奉獻我心    

序    樂…………………………………………………………………司   琴 

宣    召 ……………聖詩第 43 首 世間眾人攏著恬靜…………… 會   眾 

詩歌讚美 ……………………………………………………………以勒敬拜團

1. 行神蹟的神、2. 每一天我需要祢、3. 細細的城市伯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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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讀 …………………祈禱文：上帝無限的疼………………… 會   眾 

交    讀 ……………………啟應文：寒夜星光………………… 司禮/會眾 

聖    經 ………………………路加福音 2:1-7………………………司   禮 

～～(聖詩第 496 首 主，我上帝，求祢賞賜我智慧)～～ 

讚    美 ………………………………………………………………敬拜詩班 

                           1. 榮耀的主降臨 

                           2. 希望的光 

                           3. 奉獻我心 

講    道…………………「沒有地方給主嗎？」……………………主   禮 

祈    禱…………………………………………………………………主   禮 

頌    讚 ……………聖詩第 52 首 早佇大闢王的城裡…………… 會   眾 

奉    獻 …………………………獻上自己………………………… 司   獻 

事工報告…………………………………………………………………司   禮 

頌    榮………………聖詩第 397 首 願主賜福保護你…………… 會   眾 

祝    禱…………………………………………………………… 林文良牧師 

阿 們 頌…………………………………………………………………會   眾 

默    禱…………………………………………………………………會   眾 

～～～～～聖誕真光‧普照大地‧基督降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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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祈禱文聖誕祈禱文聖誕祈禱文聖誕祈禱文 
     

齊讀齊讀齊讀齊讀：：：：上帝無限的疼上帝無限的疼上帝無限的疼上帝無限的疼    
 

疼痛眾人類的父上帝，願地上一切的謳咾及尊崇攏歸互祢，因為祢賞賜祢的獨
生聖子耶穌互阮，顯明祢對阮世間人極大的疼。基督的降生呣干單是歷史單純
的事件，也是關係逐世代人類生命救贖的大事。主祢按怎樣向阮世間人表明祢

的疼呢？代先，祢用無條件的疼來疼阮，聖經記載講：「因為阮猶久做罪人的
時，基督就替阮死，通過按呢，上帝顯明祂本身疼阮的疼痛。」續接，祢用無
後悔的疼來疼阮，聖經記載講：「因為阮猶久軟弱的時，基督到期就替有罪的
人死。」最後，耶穌用超越的疼來疼阮，聖經記載講：「當阮猶久做對敵的
時，阮就對上帝的子的死，得著及上帝閣和。」佇聖誕冥，當阮思想上帝的疼
的時陣，會通通過經歷上帝的子來到世間是為著疼阮世間人犧牲自己的活命，
阮就閣卡體會疼的本質，閣卡親近創造天地宇宙的主宰。同心懇求祈禱奉靠主
耶穌的名求，阿們。 
 

♥◆◆◆◆◆◆◆◆◆◆◆◆◆◆◆◆◆◆◆◆◆◆◆◆◆◆◆◆◆◆◆◆◆♥ 

聖誕啟應文聖誕啟應文聖誕啟應文聖誕啟應文 
交讀交讀交讀交讀：：：：寒夜星光寒夜星光寒夜星光寒夜星光 

 

        啟：想起希律統治彼時代， 

        應應應應：：：：百姓困苦鬱卒百姓困苦鬱卒百姓困苦鬱卒百姓困苦鬱卒呣敢呣敢呣敢呣敢講講講講，，，，    

  啟：先知落監獄致使受迫害！ 

        應應應應：：：：煩惱驚惶佇心內煩惱驚惶佇心內煩惱驚惶佇心內煩惱驚惶佇心內，，，，    

  啟：人人向望天光趕緊來！ 

        應應應應：：：：更更更更（（（（kkkkiiiiⁿnnn））））深風寒心事深風寒心事深風寒心事深風寒心事啥人知啥人知啥人知啥人知？？？？    

  啟：博士瞭望前途坎硈（khám-khiat）遮呢遠， 

        應應應應：：：：該哉該哉該哉該哉暗淡路上出星光暗淡路上出星光暗淡路上出星光暗淡路上出星光。。。。    

  啟：牧者踮曠野，露水滴落冷酸酸， 

        應應應應：：：：忽然美妙歌聲忽然美妙歌聲忽然美妙歌聲忽然美妙歌聲叩叩叩叩（（（（khokkhokkhokkhok））））心門心門心門心門。。。。    

  啟：天軍、天使和諧詩歌佳音報！ 

        應應應應：：：：萬民得救的記號萬民得救的記號萬民得救的記號萬民得救的記號，，，，    

  啟：粗布乾草成（chiachiachiachiaⁿnnn）寶座， 

        應應應應：：：：因為聖子耶穌降生佇馬槽因為聖子耶穌降生佇馬槽因為聖子耶穌降生佇馬槽因為聖子耶穌降生佇馬槽！！！！    

  啟：可恨希律暴政設計謀， 

        應應應應：：：：欲欲欲欲刣嬰仔主耶穌嬰仔主耶穌嬰仔主耶穌嬰仔主耶穌，，，，    

  啟：聖神引導，慈母馬利亞照顧。 

        應應應應：：：：今日上帝今日上帝今日上帝今日上帝疼疼疼疼痛痛痛痛親手保護親手保護親手保護親手保護。。。。    

  啟：若欲子孫無閣受苦楚， 

        應應應應：：：：就來就來就來就來伏拜伏拜伏拜伏拜救主耶穌救主耶穌救主耶穌救主耶穌！！！！    

  啟：祂欲釋放開活路， 

        應應應應：：：：拯救鄉土同胞免受苦拯救鄉土同胞免受苦拯救鄉土同胞免受苦拯救鄉土同胞免受苦。。。。    

  啟：謳咾天頂榮光歸上帝！ 

        應應應應：：：：祈求地上和平祈求地上和平祈求地上和平祈求地上和平成成成成（（（（chiachiachiachiaⁿnnn））））一家一家一家一家，，，，    

  啟：因信稱義作後裔，  

        應應應應：：：：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    

齊聲齊聲齊聲齊聲：：：：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永遠福氣是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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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誕誕誕誕讚讚讚讚美美美美禮拜禮拜禮拜禮拜敬拜詩班頌讚歌詞敬拜詩班頌讚歌詞敬拜詩班頌讚歌詞敬拜詩班頌讚歌詞～～～～～～～～    
【【【【榮耀的主降臨榮耀的主降臨榮耀的主降臨榮耀的主降臨】】】】    
主基督今降臨，黑暗變做光明。榮耀的主降臨，佇馬槽內安眠。祂對榮光的天庭
降臨佇這世間，榮耀尊貴的救主面貌極其燦爛。榮耀的主降臨，賞賜互咱平安。
榮耀的主降臨，祂國度得顯明。主來欲拯救萬民，賞賜咱新活命，用愛來完成救
贖互咱得著釋放。 
【【【【希望的光希望的光希望的光希望的光】】】】    
1. 早前黑暗今光明，早前盼望今佇世間顯明，主基督降生。過去無聲今出聲，

過去靜靜今佇天頂充滿快樂的聲，唱歌無停。 
榮光上帝，哈利路亞！彼一暝聖子出世為著咱，對天降臨世間。榮光上帝，
哈利路亞!來敬拜永遠佇啲的真光，迎接聖潔救主降生。 

2. 馬槽已經變寶座，馬廄成為聖嬰孩的厝宅，是榮光記號。祂是希望免絕望，
充滿和平今咱同心出聲，歡喜唱歌，謳咾無停。榮光上帝，哈利路亞!彼一暝
聖子出世為著咱，對天降臨世間。榮光上帝，哈利路亞!來敬拜永遠佇啲的真
光，迎接聖潔救主降生。 
榮光上帝(哈利路亞)榮光上帝(哈利路亞)榮光上帝(哈利路亞)榮光上帝(哈利路
亞)。 
{旁白旁白旁白旁白} 
這道理就是歷世代所隱藏的奧秘，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神願意叫他們知
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
耀的盼望。約瑟和瑪麗亞是活出盼望的人，上帝給他們的呼召是需要他們付
出代價的。這呼召擾亂了他倆的計畫，威脅到他倆的名譽及性命。但是因著
盼望，他們以信心面對挑戰，他們深信信靠上帝所有的應許-應許童真女生
子，應許這兒子，耶穌，將被成為神的兒子，為世人帶來拯救，應許以馬內
利，上帝與我們同在。上帝呼召我們活出盼望的生命，當我們點燃燭光驅走
黑暗時，緊緊記住，盼望不是如一艘船任風擺佈，隨風漂流，盼望是靈魂的
錨，堅固穩妥深植於神的內心深處。 

3. 請來同心敬拜，基督榮耀盼望，祂榮耀光明打破地上黑暗，跪佇祂面前，誠
心敬拜無停，只有祂堪得尊崇，只有祂堪得尊崇，只有祂堪得尊崇，主基
督。 

4. 看天頂天使與天軍慶賀，咱著一齊同心來謳咾，創造萬物救主做咱君王，聖
嬰兒降生。天頂地下跪落來敬拜祂，榮光歸佇至高的所在，著向萬邦萬國傳
播福音，盼望今降臨。敬拜君王!看祂榮光，敬拜君王!奇妙顯明，耶穌君王!
為咱來出世，祂就是以馬內利。 

5. 奇妙的大謀士全能上帝，和平君王永活的天父，祢欲用公義來掌管萬國，直
到萬世。主的榮光已經打破黑暗，賞賜喜樂憂愁的釋放，透早星辰帶來新的
希望，惦佇我心中。 

6. 祂親像孤單嬰孩恬恬出世，有一日欲帶權柄擱來，對天降臨發出燦爛榮光，
佇地上掌權。耶穌阮欲俯拜祢馬槽前，願祢旨意成佇阮一生，求祢聖神清氣
我的心靈，直到祢降臨。 
敬拜君王!來看祂榮光，敬拜君王!奇妙顯明，耶穌君王!為咱來出世，祂就是
以馬內利。敬拜君王!來看祂榮光，敬拜君王!奇妙顯明，耶穌君王!為咱來出
世，祂就是以馬內利。普天同慶，盼望，降臨。 

【【【【奉獻我心奉獻我心奉獻我心奉獻我心】】】】    
1. 我欲獻什麼？各項攏無，若我是顧羊的，我獻羊仔互祂，若我是聰明人，我
奉獻智慧。哦！我欲獻什麼？只有我的心。我獻我的心，獻我的心。我欲獻
什麼？只有我的心。我獻我的心，獻我的心。我欲獻什麼？只有我的心。 

2. 你豈有什麼？通獻互祂？豈有帶禮物，來獻互君王？通到主面前，跪落敬拜
祂。你欲獻什麼？只有你的心。將你的心，奉獻互祂，你欲獻什麼？只有你
的心。將你的心，奉獻互祂，你欲獻什麼？只有你的心。將你的心，奉獻互
祂，你欲獻什麼？只有你的心。將你的心，奉獻互祂。你欲獻什麼？只有你
的心。我欲獻什麼，我奉獻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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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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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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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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地方給主嗎沒有地方給主嗎沒有地方給主嗎沒有地方給主嗎？？？？))))    

 

一一一一、、、、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聖誕節是一個全人類共同慶祝的節日。耶穌降生的目的：1)祂永遠站在受 

迫害者這邊；2)彌賽亞耶穌基督親自在我們當中說出祂拯救世人的使命。 

（路四：16~19） 

 

 
 

二二二二、、、、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1. 耶穌出生時被放在“馬槽”裏： 

耶穌無論對小孩、稅吏、重病的婦人或罪人都說：「來就近我！」聖誕
節最重要的信息是嬰兒耶穌卑微地躺臥在「馬槽」裡！ 

 
 

 
2. 聖嬰耶穌被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 

第一個注意到主耶穌降生的人，不是最接近耶穌在客店裡的大眾，而是
在曠野裡的牧羊人。牧羊人單純相信，順服行動，立刻去看見了那躺臥

在馬槽裏的嬰孩耶穌 
 

 
    

三三三三、、、、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耶穌的降生乃卑屈祂自己，為使我們高升配稱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受死 

乃犧牲祂自己，為使我們得著永生。耶穌的復活乃彰顯祂自己，為使我 

們將來與祂同得復活。 

 

 

 

(2)問題討論：上帝的話向我們說些甚麼？(30分鐘) 

1. 聖誕節的意義是什麼？聖嬰兒耶穌的降生，跟世人有什麼意義？ 

2. 嬰兒耶穌怎會生在馬槽，而不是生在皇宮裡，使世人能更尊敬祂呢？ 

3. 你心裡有地方給主嗎？世人內心願意接受主耶穌嗎？這世間沒有地方給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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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為待降節本主日為待降節本主日為待降節本主日為待降節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第四主日，，，，舉行救舉行救舉行救舉行救

主聖誕讚美禮拜主聖誕讚美禮拜主聖誕讚美禮拜主聖誕讚美禮拜 
主題：「啟示、愛」，第一場禮拜中 
，將點燃待降節第四主日的蠟燭。救 
主聖誕讚美禮拜由敬拜詩班主唱帶領 
會眾歡慶讚美救主耶穌基督為世人降 
生及救贖，教會準備聖誕糕分送，每 
人一份。 
 

2. 歡歡歡歡慶慶慶慶聖聖聖聖誕誕誕誕午會午會午會午會：：：： 
本主日下午 2:00舉行《愛•福音列車 
》聖誕午會，請所有信徒兄姐，以及 
信徒所邀請的社區朋友和認領朋友， 
一起歡慶聖誕。 
 

3. 聖聖聖聖誕報佳音誕報佳音誕報佳音誕報佳音：：：： 
訂明日(週一)晚上 7:00舉行報佳音， 
到社區分享救主為世人誕生的大好消 
息。請全體信徒兄姐踴躍參加報佳音 
。兩個報佳音天使軍隊及路線如下： 
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天使軍隊 1:(以以以以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七牧區七牧區七牧區七牧區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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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第一以第一以第一以第一~二牧區為主二牧區為主二牧區為主二牧區為主) 

重新教會-菜寮社區+菜寮公園 
歡迎踴躍邀請社區朋友一起參加。 

 
4. 下主日舉行新任長老與執事的就任下主日舉行新任長老與執事的就任下主日舉行新任長老與執事的就任下主日舉行新任長老與執事的就任

授職禮授職禮授職禮授職禮(敬敬敬敬稱稱稱稱省省省省略略略略) 
新任長老：林忠堅、吳炘達 
新任執事：王秀蓮、林恆欣、林淑彩 
、陳翠娥，請新任長執預備心在上帝 
面前誓約就任。 

 
5. 訂訂訂訂 2019.1.6 主主主主日日日日聯合禮拜中舉行各聯合禮拜中舉行各聯合禮拜中舉行各聯合禮拜中舉行各

單位新任首長單位新任首長單位新任首長單位新任首長、、、、青少年牧區輔導及青少年牧區輔導及青少年牧區輔導及青少年牧區輔導及
牧區所有新任小組長牧區所有新任小組長牧區所有新任小組長牧區所有新任小組長、、、、副副副副組組組組長長長長、、、、屬屬屬屬
靈靈靈靈家家家家長長長長就任的授職禮就任的授職禮就任的授職禮就任的授職禮，，，，請新任同工請新任同工請新任同工請新任同工
預備心預備心預備心預備心在在在在上上上上帝面前帝面前帝面前帝面前誓約誓約誓約誓約就任就任就任就任。。。。 
 

6. 12/30(主日主日主日主日)2018 年度關帳年度關帳年度關帳年度關帳 
為完成今年(2018)教會之會計決算， 
以利在明年會員和會中報告，請所有 
屬於今年的奉獻與請款於今年最後主 
日 12/30(日)前提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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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會訂明年本會訂明年本會訂明年本會訂明年 1/13 舉行第一次聖禮典舉行第一次聖禮典舉行第一次聖禮典舉行第一次聖禮典 

欲接受成人洗禮、堅信禮或小兒洗者 
，請在 12/30 以前儘快向辦公室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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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神學 
院)上午 9:00至 3/1(週五)(在衛理福音 
園)下午 3:00，舉辦生命更新營會(E1) 
，報名已額滿，請報名的同工儘快繳 
交費用。 

 
10. 2019 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年度獻花奉獻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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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洪珠姐(張美麗姐母親)12/15(週六)
下午過世，息了世上的勞苦，享年 97
歲。12/30(週日)於桃園家中舉行告別
式，願主安慰遺族。 

2. 李芳東兄(李宗原兄父親)12/18(週二)
蒙主恩召安息主懷，享年 66歲。1/4(週
五)上午 10:00 於第二殯儀館至善二廳
舉行告別禮拜，願主安慰遺族。 

3. 肢體代禱 

住院中： 
邵淑惠、陳文潛(許月菊姐先生)。 
在家靜養： 
熊慶春、潘榮坤(潘秀枝姐弟弟)、杜
宛玲、楊月華、張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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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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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教界消息

教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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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和教會訂下中和教會訂下中和教會訂下中和教會訂下主日主日主日主日(12/30)舉行舉行舉行舉行積穗教積穗教積穗教積穗教 

會開設暨李念恩牧師就任中和教會宣會開設暨李念恩牧師就任中和教會宣會開設暨李念恩牧師就任中和教會宣會開設暨李念恩牧師就任中和教會宣 

教教教教牧師牧師牧師牧師派駐積穗教會派駐積穗教會派駐積穗教會派駐積穗教會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授職感恩禮拜 
中和教會訂下主日(12/30)下午3:30在 
積穗國小活動中心舉行，來帖邀請歡 
迎兄姊參加給予祝福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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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第32屆會員大會、第33屆事工計 
畫報告，日期：2019.1.4(五)上午9:30 
，地點：艋舺教會，報名洽世平長老。 

 
 
 
 
 
 
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月定獻金 上週小計：45,800元 
 
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禮拜獻金    上週合計：15,5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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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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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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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    

 

 

 
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感恩奉獻 上週小計：16,000元    

 

 

 

 
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建堂獻金 上週小計：7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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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1,300元元元元(1/1-12/16) 
 

對外對外對外對外----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退休傳教師奉獻主日  
  上週小計：10,102元    

 

 

 

 

 

 
對內對內對內對內----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敬拜詩班 上週小計：3,600元    

 

 
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關懷基金 上週小計：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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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036元元元元(12/16止止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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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讚美曲目已於本主日的救主聖
誕讚美禮拜中獻詩，辛苦大家的擺
上，願上帝紀念大家的擺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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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第二禮拜由DREAM敬拜團主領
敬拜，敬拜曲目：1. 凡事都有可能、2. 
我要愛慕你、3. 住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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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聖誕讚美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聖誕讚美 

聯合禮拜 

小組暫停 

全教會 
聖誕 
午會 

12/29 青少年牧區年會+慶生會 

12/30 獻上感恩 
討論下一
季行事曆 

連假小
組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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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佩蓉老師 
  12/30：弓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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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銘美老師 
秀真老師 
幸佑老師 

仲晴 

弓普老師 
允荷
仲晴 

12/30 
總復習     

10-12 月 
慶生會 

弓普老師 
紹祈
胤銘 

◆本週主日學課程主題為「封住獅口」， 

  說明神看但以理無罪，因此派一位天使 

  封住了獅子的口，讓但以理安全的度過 

  一夜。 

◆本週課程目標，期許小朋友說出但以理 

  有哪些美好的品格，並且能遵行神的 

  話，養成每日靈修親近神的習慣。 

◆本週主日 12/23下午 2：00舉行聖誕慶 

  祝午會，有參與表演的小朋友請牢記歌 

  詞及動作，將最棒的表演呈現在教會兄 

  姊及爸爸媽媽面前。在拿到聖誕節禮物 

  的時候，請思考主耶穌對我們的愛；也 

  請為明年參與主日學的態度和言行向 

  神禱告，期許更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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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主日講章 

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實踐大誡命:(:(:(:(5)5)5)5)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    

                                        講師：林文良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 15:1-6  

    耶穌的誕生乃為著祂的受死與復活。上週週間單獨會主靈修我們讀了

約伯記第十四章，約伯問說人若死了，豈能再復活（14 節），聖經給予確

定的答案，人死後將再復活。我的信仰是相信耶穌的生、死與復活，因此

我相信我可以生而不死，但不可能死而不生。所以，主耶穌誕生的意義非

常重要！ 

    昨天我們參加了我們肢體胡志宏弟兄的告別禮拜更加體會了生死的意

義。我們和來賓不是參加一個儀式，告別禮拜既是一個禮拜，目的是要見

證主、榮耀主。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救贖主活著（伯十九：25），所以，

我們深信胡志宏弟兄仍然在主面前活著。在死亡裡，若沒有生命，那麼在

生命裡也不該有死亡。假如生命會死的話，那就不是真正的生命。感謝耶

穌從天上帶下靈魂不死的生命給我們，只要活著就有生命的意義，死後更

有永生的盼望。 

    主耶穌在世上最後時段在耶路撒冷跟門徒一起吃最後晚餐，吩咐他們

新的命令（約十三：34~35；十五：12、17）。耶穌要門徒了解愛的意義，

也要他們彼此相愛就像祂愛他們一樣。不過，在耶穌面對十字架時比較擔

心的是在祂離開門徒後，他們能否實行出來這項最後的吩咐。耶穌應允門

徒不要灰心喪志，祂必與他們同在，並且要記住已應許他們記載在約十三

~十七章裡所說的一切，領悟所有的祝福、權柄及責任，都是出自他們與

基督親密的生命關係。                                              

    請每一位跟隨主的人想看看你跟主的關係。你是否終日只為俗事忙

碌，只顧自己，不能算是真正活著這樣過日子呢？你的內在是否渴慕過一

種比外在肉體有限的生命更豐盛的生活呢？答案若肯定的話，你必須恢復

與生命之主的關係。主盼望我們每一天跟祂保有親密而豐盛生命的連結關

係！ 

  一一一一、、、、葡萄樹即生命樹葡萄樹即生命樹葡萄樹即生命樹葡萄樹即生命樹，，，，目標是門徒要與主合一目標是門徒要與主合一目標是門徒要與主合一目標是門徒要與主合一、、、、多結果子多結果子多結果子多結果子。。。。 

    耶穌連兩次說祂是葡萄樹，是真葡萄樹，門徒是枝子，門徒要常在基

督裡面，正如枝子要常在葡萄樹裡面（4~6 節）。它表明生命相連的一種

關係，「基督徒｣的生命因連結於基督，就與主合一，就多結果子。 

    我很感動每一位兄姊都有小組的歸屬，在你委身的小組裡得以發展你

的服事和恩賜，自己蒙受祝福，也成為別人的祝福。讓小組成為你生命中

的首選，當你在小組裡，自然形成上帝家裡的一份子。每一個人委身在各

自的小組裡讓主使用，透過你造就主的身體，且成全你自己。 

    上帝對教會的心意，乃透過小組來做兩件事：1)小組彼此造就；2)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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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關係延伸向外去傳福音。當小組外展時，就透過小組接觸你的家

人、工作地點、朋友圈的未信朋友，進一步邀請他們進到小組來。 

    感謝主，我們教會為 2019年豎立了一顆生命樹，把認領的未信對象

的姓名放在那上面，生命樹不是為美觀佈置，賞心悅目，認領者不是把名

單交出來就好，你有否用心開始為所認領朋友的靈魂的得救代禱呢？另一

方面，小組要一起去幫助你們小組員為認領名單代禱，同心為他們能得到

永恆的救恩迫切禱告。 

    上週二永和教會劉潤萍牧師、牧師娘來訪。他們教會正在推動幸福小

組，可是他們教會卻沒有小組組織，所以來詢問互相學習。我告訴劉牧師

我們教會為 2019年做了一棵生命樹，將新年度認領未信者的姓名放在上

面全教會同心代禱。我順道把福音勇士認領決志表拿給劉牧師參考，他說

他們教會也可以學習我們教會做一棵生命樹，成為教會新一年度共同的目

標。 

    我要各位知道這世界憎恨作門徒的人，因為作門徒的人要進到世界去

多結果子，世界就開始敵擋你，這很正常，不過你這個枝子一定要連結在

葡萄樹，靠基督的同在多結果子。 

  二二二二、、、、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圖像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圖像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圖像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圖像，，，，門徒與基督的生命關係不斷更新門徒與基督的生命關係不斷更新門徒與基督的生命關係不斷更新門徒與基督的生命關係不斷更新。。。。 

    為了表達生命的關係，耶穌用當日生活中看似簡單的東西葡萄樹（約

十五：1），啟示最深的奧秘。耶穌好比自己是一棵葡萄樹的植物，祂說：

「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約十五：5）我們基督徒是枝子，就接

枝在這棵葡萄樹基督上，也因此，所有的枝子都是靠這棵葡萄樹活著。 

    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從一棵樹上折斷枝子，折斷處若是乾的，表

示那是一棵死樹，若是有汁液流出，才是一棵活樹。在巴勒斯坦，葡萄樹

很普遍，而葡萄枝子每一年都必須修剪來保存這棵樹的生命及能量，至於

不結果子葡萄枝子就砍掉。 

    因此，耶穌說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重點是我們所有的枝子身為

祂的門徒的人，都是靠耶穌這棵樹共同生活，祂提供我們屬天的汁液，我

們單單從祂得著力量。葡萄樹與枝子這個比喻的內容與解釋很清楚，基督

是葡萄樹，天父是栽培的人，門徒是枝子，基督的話是道。道能潔淨門

徒，滋潤枝子，因此要多結果子，就必須經過修剪，看是否始終連結於基

督。 

    十一月份定期小會議決通過建立全教會培育系統，這是三個不同階段

的跑壘系統，讓全教會信徒兄姊接受裝備一起來完成跑壘。沒有任何一個

人可以說我已經受洗了，我已經得救了，足夠了，滿足了，我就停留在原

地。不，這不是上帝啟示你一生的命定及完美的計畫。我們都蒙召在上帝

的國度中運作，有些人蒙召專職在教會的事奉上，有些人則是蒙召專職在

社會的各個領域上，但最重要的是眾人都蒙召在上帝的禾場上做工。教會

的培育系統的目的是要裝備每一位信徒成為基督真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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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8~3/1即將舉辦第一期 E1 生命更新營會，報名已滿額，我們

就從這 25 人開始出發吧！一個人的老我要成為新我，需要被修剪，生命

需要被更新。有些人雖已是得救的人，生命中仍舊帶著隱藏的罪行；有些

人內在深沉受過傷害，但是至今仍無法饒恕人、饒恕自己；我們人的生命

就像一條河流，過去有許多不好的經歷影響了這條河流，需要自我探索好

更明白上帝在我們身上的計畫。你多麼渴慕領受聖靈，以及聖靈的洗禮，

當聖靈充滿你，甚至賞賜靈語這種禱告的語言給你時，你雖不懂那樣的方

言，但那是聖靈賜給你直接與上帝交通的語言。生命更新營將帶領你親身

遇見主、經歷主。 

    領袖培育系統可以預見教會的未來，一個人在完成 E3 基督精兵營會

及領袖班成為門徒之後，教會就興起一批神國的門徒領袖，你有機會被教

會揀選成為小組長，使你發現在基督身體中的目的成全在你身上。 

  三三三三、、、、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我是真葡萄樹，，，，基督的話是真道基督的話是真道基督的話是真道基督的話是真道。。。。在神的道中在神的道中在神的道中在神的道中、、、、在禱告中成長在禱告中成長在禱告中成長在禱告中成長。。。。 

    「常在主裡面」就是枝子與樹的關係，《和合本》「你們若常在我裏

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現修本》「如果你們常跟我連結，而我的話

也常存在你們裏面」（約十五：7）。要怎樣在神的道中成長：聽主的話、

思想主的話、行主的話、傳主的話。要怎樣在禱告中成長：心中藉著禱告

默想紀念主，和主同在。要怎樣遵行主的命令：在生活中以基督為中心，

在工作中去傳，得了人之後再去教導他們成長，使他們再去傳、去教、去

帶。這就是門徒，這就是真門徒。 

    生命更新營接下來的成長班就是在教導你在上帝的道中成長的順服生

命，好比你必須按照規定交出幾篇靈修 QT 的作業，每一堂課你必須按照

要求背誦經文，這些規定或要求都是要帶出每一個門徒的順服生命。 

    這一系列的講道有關實踐大誡命，就是實踐愛上帝的命令。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我認為最經典的一句告白是：「我們信，人藉著上帝的

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誠、仁愛與獻身的生活歸榮耀於上帝。」每

當唸到這一句告白時，我都很感動。請各位特別注意“仁愛”這兩字，是

初期教會四大信經裡所沒有的。我們若把使徒信經的“我信”改作“我

愛”的話，好比「我愛上帝；我愛我主耶穌基督；我愛聖靈；我愛聖而公

之教會；我愛聖徒相通；我愛罪得赦免；我愛身體復活；我愛永生。阿

們。」我們這樣共同告白信仰時，不再只是停留在用口、用理性去唸，而

是對信仰的一種反省，用生命去回應信仰，因為愛是我們的主對凡信靠祂

的人所要求最大的命令，是律法的總結。 

    我們終於了解為什麼主耶穌給予我們「大誡命」這個命令，因為信徒

若不連結在一起的話就不能夠一同到上帝那裡去。我們對待鄰舍的態度，

一個人是無法靠自己活出大誡命，所以耶穌才給了我們這個要緊的比喻說

明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如同一棵葡萄樹，不論我跟鄰舍之間、我跟信徒之

間、我跟基督之間，都因著同一個生命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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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良牧師 林文良牧師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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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木榮 ― 林仁堅 吳青峯 

司

司司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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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宜婷 ― 潘翊丰、黃依文 楊舒涵 

司

司司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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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弓普、吳碧芬 ― 雷慧敏、王秀蓮 廖弓普、莊五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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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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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

和聲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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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

樂器樂器

樂器 

  

 

吳碧芬/ 

鋼琴：林瑋 
和聲：以勒敬拜團 
敬拜音控:以勒敬拜團 

― 
雷慧敏/ 

江明盛、陳建民 

黃于馨/  
吉他：詹重政、陳迦恩 

鼓手：吳啟男 
和聲:DREAM 敬拜團 

音

音音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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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控

控 

  

 吳青峯 ― 郭桐志 楊舒婷 

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一樓招待

一樓招待 

  

 詹烜炎、李景峯 ― 許崑淵、鄭木榮 ― 

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二樓招待

二樓招待 

  

 林致秀、黃麗卿 ― 廖  娥、施淑梨 周佩蓉 

愛

愛愛

愛    

        

    餐

餐餐

餐 

  

 聖誕愛餐 煮飯：張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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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餐愛餐

愛餐預備

預備預備

預備善後

善後善後

善後 

  

 

打菜：路加小組 

善後分類：活水+泉源小組 

打菜：多加小組(一)、恩惠小組(二) 

善後：泉源小組 

插

插插

插    

        

    花

花花

花 

  

 盆栽設計 盆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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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值長老司值長老

司值長老/

//

/執事

執事執事

執事 

  

 林仁堅/周美桃、廖弓普 胡瑞娟/廖玉雲、吳青峯 

 

聖誕午會節目程序聖誕午會節目程序聖誕午會節目程序聖誕午會節目程序 
節目順序節目順序節目順序節目順序 牧牧牧牧  區區區區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1 第二牧區 
舞蹈 

(路加) 

5 分鐘 

曲目:聖誕節又來到 

2 第三牧區 
A cappella 

(蒙福) 

5 分鐘 

曲目:台北的聖誕節 

3 第一牧區 
聖誕演劇  

(迦恩、迦勒、多加) 

5 分鐘 

曲目:聖誕故事唸歌 

4 第六牧區 
短劇 

(橘色思、盼望、約書亞、感動) 

15 分鐘 

曲目:從前從前有一個夜 

5 陶笛班 
動物歡慶 

 

5 分鐘 

曲目:陶笛演奏組曲 

6 兒童牧區 

唱歌跳舞 

(主日學、教師) 

10 分鐘 

曲目:聖誕結、一件禮物 

、是你的愛 

7 第四牧區 
手語 

(恩典、恩慈) 

5 分鐘 

曲目:最美的禮物 

8 第二牧區 
夏威夷舞 

(路得) 

5 分鐘 

曲目:讚美感謝祢 

9 第三牧區 
樂團 

(蒙恩、恩惠) 

5 分鐘 

曲目: 一切歌頌讚美主 

10 第五牧區 
戲劇  

(以馬內利、葡萄園、想想) 

25-30 分鐘 

劇目:非常愛 

11 牧師 分享與呼召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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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本週聚會 本週聚會內容  上週聚會報告 

12/23 主日 

第一場台語禮拜 

禮拜 09:00 
講題：沒有地方給主嗎？ 

聖經：路加福音 2:1-7 

講道：林文良牧師 

 出席 

獻金 

128 人 

9,290 元 

第二場華語禮拜 

禮拜 11:00 

出席 

獻金 

91 人 

6,275 元 

第一牧區 

(松年牧區) 

迦恩小組～11:00 於良善教室 
 
出席 

8 人 

迦勒小組～11:00 於忍耐教室 14 人 

多加小組～11:00 於和平教室  9 人 

第二牧區 

(壯年牧區) 

路得小組～11:00 於禧年館  出席 14 人 

路加小組～11:00 於禧年館  出席 9 人 

第三牧區 

(壯年牧區) 

蒙恩小組～13:30 於忍耐教室  出席 聖誕午會彩排 

蒙福小組～13:30 於良善教室  出席 聖誕午會彩排 

恩惠小組～14:00 於和平教室  出席 聖誕午會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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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學生 23 人 

360 元 

第六牧區 

(青少年牧區) 

橘色思小組～9:00 於溫柔教室  出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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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午會彩排 

敬拜詩班 8:30 主理：潘茂涼老師，11:00 於禧年館  出席  

活力學習營 陶笛班～13:30 禧年館  出席 本期結業 

12/26 拜三 第六牧區 感動小組～19:40 於郭桐志執事家  出席 6 人 

12/27 拜四 松年中心 9:30~12:30 一樓仁愛堂(放寒假)  出席 ―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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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午會排練 

恩慈小組～20:00 於仁愛堂  出席 聖誕午會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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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週聚會 

12/29 拜六 

早禱會 09:00-10:00 於仁愛堂  出席 12/15 告別禮拜暫停 

第五牧區(社青牧區) 
想想小組～10:30 於信實教室  出席 12/8培靈會 8 人 

以馬內利小組～20:00 黃漢勇長老家  出席 12/16 8 人 

撒拉弗敬拜詩班 10:00 本堂二樓禮拜堂  出席 補班補課暫停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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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暫停 

12/16 新北教會 主日禮拜人數 31 人；主日奉獻 1,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