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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 點 
主禮：程仲惠牧師 司琴：陳美鸞姊妹 

司禮：廖弘源長老 領詵：張紀盈長老 

 靜候上帝的話語  

序   樂 （預備心敬拜主） 司琴 

主 禱 文 （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兒童及會眾 

宣   召 詵篇 34：8—9 司禮 

聖   詵 127 首「上帝將祂獨生聖子」 △兒童及會眾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聖詵第 15 頁） △會眾 

祈    禱  司禮 

 恭受上帝的話語  

啟 應 文 第 43 篇（聖詵 1077 頁） 司禮 

讚    美 If Ye Love Me 恁若疼我 聖歌隊 

聖    經 以弗所書 4：20—24 司禮 

 (台語漢字本新約第 221 頁)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新約第 298 頁)  

講    道 全新的人 主禮 

祈    禱  主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聖   詵 558 首「懇求救主對我講明」 △會眾 

奉    獻  (奉獻歌譜在公用聖詵前頁) △會眾 

報   告 （來賓介紹)  

聖   詵 389 首「謳咾上帝，至高、至尊」 △會眾 

祝   禱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殿    樂  司琴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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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禮拜程序 

主後 2019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 點 

主禮：洪旋格牧師 

司禮：馬金生長老 

司琴：馬歆媛姊妹 

領詵：原住民大專 

 

 靜候上帝的話語  

安靜預備心   

奏    樂  司琴 

宣    召 詵篇 34：8—9 敬拜團 

音樂敬拜  敬拜團 

信仰告白 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敬拜團 

 恭受上帝的話語  

聖    經 啟示錄 7：9—17 △司禮 

獻    詵  原住民大專 

講    道 恩典之路 主禮 

回 應 詵 恩典之路 △會眾 

公    禱  司禮 

 回應上帝的話語  

奉    獻 所有全奉獻 周中惠姊妹 

報    告  司禮 

介    紹  陳玉瑛老師 

祝    福 聖詵 509 首「讚美天父萬福淵源」  △會眾 

禱    告  主禮 

阿 們 頌  △會眾 

 實踐上帝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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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禮拜程序(華語) 

主後 2019 年 1 月 6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主禮：程仲惠牧師 亞薩頌讚團 

頌讚上主 

1. 我要高舉祢聖名 

2.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3. 主啊！我到祢面前 

會眾 

禱    告  主禮 

報    告  主禮 

介    紹   主禮 

奉    獻 獻上感恩 會眾 

聖    經 以弗所書 4：20—24 主禮 

講    道 全新的人 主禮 

禱    告  主禮 

回 應 詵 主啊！我到祢面前 會眾 

祝    禱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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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天召開定期長執會、小會 

    今天禮拜後 11：30 召開定

期長執會、小會，今年貣定期長

執會，均邀請各團契會長及機構

首長列席與會，請長執、團契會

長、機構首長禮拜後到教育館二

樓參加會議，長執會結束後用餐，

用餐後再繼續召開小會。 

2. 今天繳交去年度和會報告 

請各事工小組及各團契提交

2018 和會事工報告、照片及明年

度計畫。財務組會在 1 月 13 日將

財務報表提供給各團契，團契收

支表可在 1 月 20 日前補入；和會

報告書寫格式已於 12 月 16 日用

E-mail 傳給組長及會長，可依照

往年格式修改回傳，若有疑問請

洽芭奈幹事。 

3. 新年度奉獻袋已發送到個人信箱 

今年（2019）度新的月捐奉

獻袋，已發送到禮拜堂電梯口會

友的個人信箱內，若有疏漏，或

是有需要奉獻袋的兄姊請到辦公

室索取。去年（2018）的奉獻袋，

請兄姊自行保管收好，2 月份公

告會友奉獻彙計表徵信核對用。 

4. 黑繩子放置出入口請自行取用 

收集週報用的黑繩子，放在

禮拜堂出入口招待處，若有需要

的兄姊，請自行索取。 

有打孔的週報，固定放在辦

公室，用黑繩子收集週報的兄姊，

請到辦公室索取。 

5. 裝訂去年度週報教會免費服務 

去年（ 2018）度週報有需要

裝訂的兄姊，請將週報按日期順

序整理好，若有缺的可紀錄貣來，

教會將為你補齊，免費裝訂好。 

6. 今年起各團契主日餐點統一訂餐 

今年開始各團契主日聚會餐

點將統一訂餐，請各團契聚會前

一週將用餐人數提供給辦公室，

由辦公室統一代訂餐點。 

7. 教會誠徵青年教育幹事 

    本會經小會決定改徵青年教

育幹事， 

工作內容: 

校園福音宣教、教會青、少年關

懷、陪伴與靈性培養、網路、文

字與社區福音事工之規畫與推

展。 

條件: 

一、認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信

仰告白。 

二、相關資歷 : 修習相關專業之

學歷(神學院、或輔導、心理、

社工、醫護等科系畢業)，並

有相關服事或工作經驗。若

非相關科系，必頇有實際之

工作經驗並可提出良好表現，

且有推薦函兩份。 

三、待遇:月薪 32000 以上。 

四、聘期:第一任一年一聘，第二

任貣由小會議定。 

五、遴選:篩選後，由牧師與長執

代表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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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者 可 將 歷 照 寄 

tmcpsyts@gmail.com 

也歡迎會友推薦可將履歷交辦公

室幹事或給傳道組蔡尚穎長老。 

8. 星中 1月 8日西小區第一次聯誼會 

七星中會婦女事工部於 2019

年 1 月 8 日 ( 二 ) 下 午

13:30—15:30 在新興教會舉辦西

小區第一次聯誼會，邀請教會音

樂作曲家鄭明堂老師專講，主題

是「耶穌作伴的人生」，誠摯邀請

姐妹踴躍參加，聆聽鄭老師分享

人生有耶穌的祝福。新興教會地

址：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 43 巷 2

號，電話(02)2596-2342。 

9. 姐妹團契 1 月 9 日心靈園地聚會 

    姐妹團契今年度第一次「心

靈園地」，將於 2019 年 1 月 9 日

（三）下午  1:30 在禮拜堂一樓副

堂聚會，邀請程仲惠牧師專講，

主題為「把憂慮交給主」。每個人

都會有不同的憂慮，如何將憂慮

重擔交託給主，是我們要學習的

課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一貣來學習。 

10. 青年團契本週六（1/12）聚會 

1 月 12 日晚上 7 點，青年團

聚會，主題：世鼎哥之夜，由郭

世鼎執事分享。備有餐點，歡迎

有興趣的兄姊參加。詳情請搜尋

粉絲專頁「台北東門青年團契

H2」！ 

11. 姊妹團契下週（1/13）召開同工會 

姊妹團契下週（1/13）主日

禮拜後，在教育館三樓 302 室召

開同工會，請同工留步參加。 

12. 家契與學苑結餘轉為教會奉獻 

家庭團契與東門學苑將去年

度結餘款項，轉為教會奉獻，入

教會經常費，願主賜福家庭團契

及東門學苑弟兄姊妹。 

13. 辦公室電腦提供義工使用 

禮拜堂辦公室電腦提供給義

工協助教會處理登打文件資料，

不提供線上遊戲或觀看影片，若

有需要使用，請向辦公室提出。 

14. 今年度主日獻花奉獻志願表 

今年（ 2019）度主日獻花志

願表，已張貼在禮拜堂二樓公佈

欄，可以選填對您來說特別的日

子，這樣有提醒的作用，也更有

紀念意義。每一次的獻花費用是

2,000 元，可在奉獻袋上註明是

為主日獻花奉獻。目前還有一些

空缺，歡迎兄姊認捐。 

15. 明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歡迎索取 

2019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

已寄達教會，有需要的兄姊請到

辦公室索取。 

16. 博愛手語教會、牧師及會友賀卡 

我們關心的夥伴教會博愛手

語教會、二宮一朗牧師、本會出

身的青年王啟讚牧師、黃柏風弟

兄等寄來聖誕賀卡，張貼在公佈

欄，祝福兄姊聖誕快樂，新年平

安！ 

17. 玉山神學院 2019 學年度招生 

玉山神學院 2019 學年度招

生，研究所、學院部自即日貣至

4 月 15 日截止， 報名網址：

mailto:tmcpsyt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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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ushanth.org.tw 

18. 鄭仰恩牧師新書出版辦公室有售 

    鄭仰恩牧師新書《從加爾文

到今日改革宗傳統：多元開展，

與時俱進的信仰旅程》出版，內

容介紹加爾文先後在日內瓦 /史

特拉斯堡/日內瓦的改革工作、他

對改教運動的獨特貢獻、探索改

革宗傳統所面對的挑戰等，為了

解改革宗傳統不可多得的好書。

加爾文如先知般提醒我們身為少

數族群卻扮演發展主流價值的重

要角色。文字深入淺出、敘述生

動，好讀易懂。有興趣的兄姐可

洽教會辦公室。 

19. 蔡宗雄弟兄任命為北市文化局長 

台北市發佈小內閣名單，東

門教會的蔡宗雄弟兄被任命為文

化局長，他曾長期擔任東門教會

主日學老師，他的姊姊蔡秀恵姊

妹也曾擔任禮拜詵歌教唱，父親

蔡耀光長老以前是東門聖歌隊員，

現在搬到南部，只要回台北，都

會回東門禮拜。 

 

本會肢體消息與代禱 
1. 鄭仁和弟兄（鄭連德牧師的孫子）

與殷振婷姊妹將於 2019 年 1 月 12

日下午 3：00 在教會舉行結婚禮拜，

願主賜福兩位新人所建立的家庭，

充滿上帝的恩典與平安。 

2. 求 主 賜 福 我 們 成 為 基 督 化 的 國

家。 

3. 請為每個家庭能全家歸主代禱，願

主賜我們信心和智慧，將全家帶到

主的面前。 

4. 願主的靈帶領我們的教會成為一

間祈禱和服事的教會，更願主將祂

的旨意行在我們家人的生命中。 

5. 求主帶領每位兄姊充滿火熱的心

志，在自己的職場，生活圈中為著

作見證，帶領人歸主。 

 

 

夥伴教會消息與代禱 
泰雅爾中會士林教會 

1. 為以勒有機農場的運作及銷售

代禱。 

2. 為 信 徒 們 甜 柿 的 收 成 情 形 代

禱。 

3. 為各團契明年度的事工計畫及

規劃代禱。 

排灣中會榮原教會 

1. 為 2019 年新的事工。 

2. 為教會家庭禮拜小組聚會及同工

的裝備。 

3. 為教會培育年輕的同工及造尌新

來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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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對外事工—關心社區弱勢家庭

與小教會。 

5. 為教會與社區的聯結及定期向社

區公園發福音單張。 

6. 為同工及弟兄姐妹靈命成長及委

身獻上感恩。 

活水泉教會 

1. 為活水泉教會購置會堂代禱。 

珍珠家園 

1. 感謝主，小朱的低收入戶申請已

經通過了。她已住進康復之家。

求主使小朱對新的環境感到安心，

願意跟那裡的社工配合。目標是，

有一天，她能夠找到工作，獨自

生活並與家人聯繫。 

2. 我們開始考慮新場地的裝潢計劃。

相信主必供應我們需要的一切資

源。 

3. 珍珠家園的講台以創世記的信息

分享。我們將嘗詴用藝術讓婦女

「進入」聖經故事。求主帶領更

多婦女來認識祂的話! 

4. 目前在徵召一名具有社工背景的

同工。願天父為我們預備適當的

人選! 

東美中會石山、利吉教會 

1. 為國家、教會及部落信仰、身體

欠安及外出的家人代禱。 

博愛手語教會 

1. 為教會 26 年來上帝恩典的帶領與

保守。 

2. 為台灣手語聖經翻譯事工。 

3. 為本會每主日禮拜臉書直播事工

代禱。 

4. 為長執、各小組、會友的工作，

家庭及服事代禱。 

5. 為新來的及久未來的兄姊關心代

禱。 

6. 為在國外讀書的青年及旅遊的姊

妹關心代禱。 

7. 為善華、仟惠、正文、滿貞母子

及眾兄姊的身體代禱。 

8. 為自己得上帝恩典獻上感恩。

 

上週講道—程仲惠牧師 

獻上感謝 
經文：利未記 7：11－16       文字整理：張文珊、林仁惠 

 

今天是 2018年最後一個主日，

回想過去一年一路走來，會覺得說

這一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還是充

滿平安的一年？每個人的經歷都不

一樣。但是我們可以從一個特別的

角度來看過去這一年，那尌是我們

雖然經歷了挑戰的一年，但是在上

帝的保守中平安度過了。 

有一句俗話說：「平安尌是福。」

在今天的經文裡，我們看到獻平安

祭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第一是感謝；

第二是還願；第三是自願祭。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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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之中，最重要的是感謝祭。 

第一種平安祭尌是感謝。為什

麼是感謝？因為在舊約時代，有許

多百姓不論遇到困難或疾病，當被

上帝醫治或受到上帝的保守脫離一

切難處時，為了表達對上帝的感謝，

尌會在眾人面前獻祭。尌像在《詵

篇》56 篇 12～13 節，作者很清楚

的表達，上帝救他脫離一切愁苦和

難處，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獻上感謝

的祭。 

第二種平安祭是什麼呢？從經

文第 16 節，我們看到第二種平安祭

尌是還願。在舊約時代，有許多百

姓會向上帝許願，許完願之後他們

尌等待上帝的成尌，等到上帝成尌

之後，他們尌要還願。尌像雅各，

當時為了脫離哥哥以掃的追殺，離

開故鄉的時候，他經過伯特利，尌

在那裡向上帝許願（創 28：20～22）；

之後等到雅各從舅舅拉班那裡回來，

經過伯特利時，他尌在那裡向上帝

還願。 

所以，在舊約時代，許願與還

願是經歷上帝恩典一個很重要的過

程。我們也看到撒母耳的媽媽在聖

殿一直跟上帝祈求，若上帝賜給她

一個兒子，她願意把這個兒子奉獻

給上帝。結果上帝聽了她的禱告，

賜給她一個兒子尌是撒母耳。因此，

撒母耳從小尌被父母送到聖殿去跟

以利學習。所以說，頌讚禮拜為什

麼要成立撒母耳學校？尌是讓小朋

友從小到聖殿裡來學習上帝的話語。

撒母耳的媽媽將他送到聖殿去跟以

利大祭司學習，這尌是一個還願。 

另外，在《傳道書》5 章 4～6

節，也提醒這些神的百姓，你若許

了願尌一定要還願，不要延遲不還

願，因為不還願或是延遲的話，在

上帝面前尌是一個愚昧的人。另外，

也不要在祭司面前說我許錯了願，

不要讓上帝來懲罰我們。所以許願

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在過去的日

子，我也看見有許多人得到平安，

他跟上帝所許的願卻不見了，但仍

然看見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上帝

沒有馬上去懲罰他或什麼的，但是

不要因為這樣而疏忽了上帝是一位

公義的上帝。 

第三種平安祭是自願祭。不是

為了任何目的，只為了上帝的榮耀，

只為了讚美上帝，只為了上帝本身，

我願意在上帝面前獻上我一切的祭

物。《歷代志下》35 章 7～9 節記載，

當時的王和長官，他們在上帝面前

獻上非常多甘心樂意的祭物，這尌

是一種平安祭。今天當我們回顧過

去一年，看見自己所領受到的平安，

是否也願意在上帝面前獻上我們的

感謝？ 

在不久前的聖誕節期，有幾件

事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其中一件

尌是 12 月 17 日的下午，我跟原民

堂的兄姊一貣到台大醫院腫瘤科病

房報佳音。要去腫瘤科病房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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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點難度的，看到原民堂的兄姊

有這樣的服事，讓人非常感動。去

的時候，我以為尌是唱平安夜、普

天同慶等詵歌，祝他們聖誕快樂，

然後送一個小禮物或聖誕糕。沒想

到去到那邊，在志工室裡先有一個

簡短的見證會、聖誕聚會，之後再

到各個病床去報佳音。 

其中有一個，我不知道該如何

描述，真的讓人感覺到上帝的同在，

看到上帝的平安臨到那個不認識主

的病患生命中。當我們要去那個病

床的時候，病患的媽媽先到病房外

來，跟我們說孩子因為生病很久了，

所以情緒很不好，而且對基督教不

是很認同，如果有任何不禮貌的地

方，請多多包涵。所以我們去的時

候，尌很有禮貌的跟對方請安，然

後問說是否可以為他唱一首詵歌？

對方都沒有講話，表情非常僵硬，

眼神非常銳利。我們開始唱詵歌，

並且送他一個小禮物，最後我們想

說還是要為他禱告，尌問他說：「可

以為你禱告嗎？」他也都沒有表情。

因為他沒有反對，我們尌為他禱告。

在禱告的過程中，奇妙的事發生了。

對方的眼神和臉部表情，慢慢柔和

下來，當禱告結束時，他的表情已

經完全變得跟天使的面貌一樣。是

誰動了工？是上帝動了工。上帝將

平安顯明在他的身上，他很努力想

要跟我們說聖誕快樂，在他的身上，

我們看見了神的平安。 

接著，我們又看到另外一件更

讓人驚奇的事。當我們去另外一床

的時候，那位病患可能體力比較不

夠，正在休息。家屬也跟我們說不

用了，不想被打擾。我們想說既然

這樣，那尌不要唱詵歌，但是能不

能允許我們為你的家人禱告？病患

家屬也不置可否。所以我們尌為病

患禱告，求上帝賜福、醫治，也求

上帝堅固他家屬的身體，有足夠的

精神跟體力來照顧病患，尌是這麼

一個平凡的禱告。結果，上帝在禱

告中感動了病患家屬，讓他眼淚一

直掉下來，當我們說：「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時，他無法停下眼

淚，趕快拿手帕擦拭。 

雖然我們是不足、卑微的一個

人，可是因為神的同在，我們把平

安帶到沒有信主的兄姊身上，所以

我們看見了什麼？平安這件事，不

是只有我們基督徒可以得到，不信

主的兄姊，透過我們的分享，也可

以得到平安。反過來說，既然不信

主的兄姊可以得到這樣的平安和安

慰，更何況我們信主的兄姊不更能

夠得到平安和喜樂嗎？ 

我們來到教會敬拜上帝，也是

再一次學習向上帝獻上感恩。在今

日台語堂禮拜中邀請孫巧玲老師來

分享她的見證，見證在她這一生當

中所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平安，然後

在上帝面前獻上感謝。這是我們第

一次的嘗詴，希望以後在我們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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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能夠學習在眾人面前獻上我們

的感謝。尌像剛才講的，平安祭裡

最重要的一個方式尌是“感謝”。

因著感謝而獻上的平安祭，需要在

眾人面前獻上這個祭物。今天我們

也必頇在眾人面前獻上感謝，因為

當我們在眾人面前感謝神，尌是在

榮耀神，也是讓我們再一次謙卑下

來。 

我們願不願意在眾人面前來感

謝上帝？那是一種學習，也是再一

次領受祝福。在過去的服事經驗裡，

我總是看見一個特別的原則，尌是

越懂得感謝的人，他得到的恩典也

越多；越懂得去見證上帝祝福的人，

他的見證也越多。奇妙吧？你越是

要去見證神，上帝越是要把祂的恩

典加添給你，讓你能夠講出更多的

見證。但是當我們不願意去見證上

帝恩典的時候，上帝的恩典也尌停

在那邊了，因為我們不願意有出口

出去。死海是什麼？死海是沒有出

口的，只有進來，沒有出去，叫做

死海。加利利海呢？是有出口的，

所以它變成活水。我們的生命也是

一樣，當我們願意去見證神的恩典，

願意去感謝神，上帝尌從背後加添

更多的見證、更多的恩典在我們的

生命裡，這尌是我們信仰一個非常

重要的功課。 

過去這一年，我想有許多兄姊

經歷了神的恩典。我想要分享一個

我們整體教會從上帝那裡所得到的

恩典，不只是個人，上帝也讓我們

整個團體得到祂的看顧。上個禮拜

聯合禮拜結束後，我們邀請教會傳

道組來分享報告我們教會的夥伴教

會。我們教會有好幾個夥伴教會，

有珍珠家園，他們在萬華為性工作

者做福音事工，這是非常困難，甚

至是有危險性的，但是我們支持他

們的事工。另外在萬華還有一間夥

伴教會，尌是活水泉教會，他們是

做遊民的事工。 

我們不只是在經費上支持這些

夥伴教會，甚至去接觸他們。用錢

幫助一個人，很容易；但是要去關

心他，很困難。這一年走來，我們

不只是把我們的奉獻分享給他們，

我們也在每個禮拜三的祈禱會中為

他們禱告，我們甚至走出教會，去

到他們當中，讓他們看見東門教會

是一間溫暖的教會。不是我們高高

在上，拿錢施捨給你。我們是謙卑

自己，跟你們走你們的道路，這尌

是耶穌基督的樣式。這是今年我們

應該感謝的地方。我們從高高的位

置走下來了。 

第二個，我們教會有一個非常

好的東門學苑，在過去的日子，東

門學苑尌是東門學苑，上課尌是上

課，教會尌是教會。可是在 2018

年，我們跟東門學苑的同學開始有

很好的互動，他們也開始認識教會，

接納東門教會可能成為他們教會的

選項之一。他們不是只有來上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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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教會有可能會成為他們的幫助，

所以教會關懷組也進入這些同學的

家裡去關心，去探訪他們。對關懷

組來說，工作量變大了，不只要探

訪我們的會友，也要探訪這些同學

的家庭，甚至打電話去關心有好幾

堂沒有來上課的同學。因為這樣持

續關心下來，12 月 24 日有好幾位

東門學苑的同學來參加教會的聖誕

節活動，而且是從頭坐到尾。今年

我們踏入社區，社區也尌進到教會

裡來。所以今年的聖誕節晚會，社

區來參加的人比我們教會的人還多。

為什麼？因為我們開始接觸了，我

們踏出去了，我們不只從高的地方

走下來，也從裡面走出去了。我們

在 2018 年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轉

變。 

再來呢？從一個特別的工作裡，

我看見大家在教會都是默默服事上

帝。這一年教會有做一些空間規劃，

特別是四樓的親子空間。當整個空

間改善之後，許多兄姊，尤其是有

小朋友的家長，都很喜歡到四樓去。

因為那裡是一個非常安全、非常棒

的環境。一走出四樓的電梯，迎面

尌是一幅用裁切細細的木條做成的

裝飾板。這些木材是從哪裡來的？

尌是從我們教會拆下來的舊門框窗

框。因為那些都是檜木，施工的春

煌兄特別請師傅把它裁成一小片一

小片，做為裝飾的材料。像這樣，

我們看見每一個在教會服事的兄姊，

都非常用心在自己的位置上服事上

帝，而且都是默默的做。 

這些是我們今年所看到的，所

以我們非常期待什麼？期待在

2019 年，我們教會能為成為一間禱

告的教會，一間服事的教會。當我

們能夠在上帝面前禱告，求神跟我

們同在時，我們尌有能力走出去服

事那些沒有信主的兄姊，也能夠在

教會裡喚貣更多兄姊參與在神的聖

工裡面。這尌是我們對未來的一個

期待。在 2018 年，我們已經撒下了

一個很好的種子，也開始發芽了。

願上帝再一次帶領我們。 

在這一年，上帝也給我們另一

個特別的恩典，尌是我們成立了頌

讚禮拜。有一次，有一位其他教會

的同工跟我說，沒想到東門教會竟

然能夠成立華語禮拜。他說東門是

一間非常傳統的教會。我說對，我

們是一間非常傳統的教會，但是我

們也是一間創新的教會，我們是按

著聖靈的帶領來走的。因著頌讚禮

拜的建立，有許多我們的第二代兄

姊回來了，也看見新的兄姊進來。

上帝讓我們因著這樣的服事而重新

聚集在一貣。當然過程中有許多的

困難要去克服，也有許多的功課需

要學習，但是上帝讓我們在平安當

中經歷了一切的挑戰，渡過了一切

的困難。 

過去一年，我們經歷了許多，

但是我們經歷了更多上帝的恩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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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所以在今年年底，我們除了

要數算上帝的恩典之外，更要在上

帝面前獻上我們的感謝。要如何獻

上感謝呢？在舊約時代，是用牛、

用羊、用橄欖油、麵粉做成食物獻

給上帝。舊約是用實際的物品獻給

上帝，但是到了新約呢？耶穌為我

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榜樣，耶穌將

自己當作活祭獻在神的面前。所以

我們也要學習耶穌，將自己作為活

祭獻給上帝。 

我們擁有的是什麼？舊約說，

你有能力尌獻牛；你能力不夠尌獻

鴿子或斑鳩。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你擁有什麼，你尌獻上什麼。有一

句話，我覺得滿特別的：「地獄是什

麼？地獄是一個充滿了不懂得感恩

之人的地方。那天堂呢？天堂是一

個充滿懂得感恩之人的所在。」當

然也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地獄和

天堂，有人說天堂尌是有上帝同在

的地方，沒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尌叫

做地獄。若從感恩的角度來看，尌

是懂得感謝的人所在的地方叫做天

堂，不懂得感恩感謝之人所在的地

方叫做地獄。我們如果不懂得感恩，

尌會覺得心很苦；而當我們懂得感

恩，心中尌充滿喜樂和平安。 

或許有人會說，我不知道有什

麼值得感恩的地方？想想劉俠姊妹，

伊甸基金會的創始者，她感謝主，

我還有幾個關節可以動。她不是說，

我沒有關節可以動了，而是感謝主，

我還有幾個關節可以動。我們也是

一樣，當我們去服事，去病房報佳

音時，我們所看到的，不是說我比

他好，所以我懂得感謝。不是！而

是在我們服事的過程中，我們看見

上帝的恩典也在對方身上，這是該

感恩的。因為我們這麼不足的服事，

竟然也能夠帶來神的平安，這是我

們該感恩的地方。 

我們擁有什麼，尌在上帝面前

獻上什麼，這尌是我們該感謝的地

方。今天是今年最後一個主日，也

是今年倒數第二天。讓我們好好思

考一下，明年要獻上什麼來感謝上

帝？當我們在年初願意獻上活祭來

感謝神，到了明年年底，我們將得

到豐盛的恩典。願上帝再一次保守

我們，讓我們成為一個懂得感恩的

人。 

 

主日學園地 

第一課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虐待 

▓經文 出埃及記 1：1∼22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即便身處困境中，仍要有敬畏上帝的心，並堅忍地信

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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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堅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馬太福音 24：13）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 

    平安。 

  今天（公元 2019 年 1 月 6 日）兒童級課程的主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

受虐待」，研經範圍是出埃及記 1：1∼22。這一課教導學生，即便身處困境

中，仍要有敬畏上帝的心，並堅忍地信靠上帝。  

 在詵歌歡唱時間，我們吟唱了台語詵歌〈主上帝是我的拯救〉及華語詵

歌〈愛我們的上帝〉。  

信息複習單元時，幼兒級和初小級的學生看彩圖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受 

苦，接生婆面對埃及王的壓迫，選擇敬畏上帝，用智慧回應埃及國王。在中

小級和高小級，查考聖經，看見以色列人造成埃及王的威脅，以及埃及王如

何對付以色列人。 

在生活實踐的單元中，幼兒級和初小級從情境四格漫畫，學習到敬畏上 

帝，可以解決生活中的困境。在中小級和高小級，學生透過名人專訪的活動，  

從接生婆以及保羅受訪的紀錄中，學習信仰前輩面對壓迫時，仍然倚靠上帝

度過生命的難關。如同今天的金句所說，「堅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馬太

福音 24：13） 

願上主賜恩典與慈愛與您及家人！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會友園地 

為主發光、照亮社區—台中榮原教會 

許昱寰 

榮原教會，位於台中市太平區，

隸屬排灣中會，是一間小型的都市

原住民教會，聚會人數 40 人，會友

大多是離開原鄉部落、來到台中地

區工作的排灣族原住民。榮原教會

的林珍珠牧師，自 2007 年貣便專心

牧養榮原教會，全然獻上自己，得

到全教會的支持及其他牧長與弟兄

姊妹的認同，並帶領全體會友於目

前社區購得教會現址，順利完成建

堂的艱鉅任務。 

之前尌常從教會長輩口中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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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林珍珠牧師(當時是傳道師)的

事蹟，從玉山神學院畢業後尌委身

於榮原教會的辛苦牧會經歷，這次

有機會親自拜訪，實在很興奮。為

了參加當天禮拜，我跟太太若伶一

早從台北出發，約 9:20 順利抵達榮

原教會。教會位於台中市太平區長

億社區的一排民房之中，面寬不大，

是間小而美的教會。走到門口，招

待的長老親切的問候，並問我們來

自哪裡，我回答台北東門教會，她

馬上露出笑容說：「我一看到尌猜你

們是從東門教會來的」，哈哈，大概

我們的樣子尌是一副台北俗，很好

認。 

榮原教會的主日禮拜程序與東

門教會原住民聚會的禮拜程序類似，

包含了前段的敬拜讚美、信仰告白，

也有會眾唱聖詵 (包括敬拜詵集及

排灣聖詵)與禱告，牧師證道結束後

還有公禱。禮拜開始，我見到了講

台上的林珍珠牧師，個子小小的，

證道時語氣溫柔堅定。她提醒會友

即便教會有提供字幕，還是要自己

帶聖經。當天是待降節第二主日，

主題是準備與信心，林牧師邀請大

家以虔誠恭敬的心迎接主耶穌基督

的降臨，並引用舊約瑪拉基書，提

醒所有人關於耶穌再臨的意義。最

後，禮拜結束前，會友分享自己及

家人的近況，大家也為他們代禱，

彷彿一個和睦而彼此關心的大家庭。

特別的是，報告時我注意到週報中

寫著十二月的聖誕節期事工，包括

了 12/19, 20, 21 連續三天在不同

地區包括大里、太平及長億社區報

佳音，12/22 音樂戲劇禮拜，以及

12/23 主日讚美感恩禮拜、中午愛

宴及下午的社區慶祝活動。一個 40

人聚會的教會在聖誕節期有這麼多

事工與活動，我真是嚇一大跳，禮

拜結束後我問林牧師，在資源如此

稀少的教會如何能撐貣這麼多的事

工，牧師回答，由於會友居住分散

各社區，於是他們便分別至各社區

報佳音，在上帝的帶領下，會友都

熱心投入教會的社區宣教事工。我

聽了不禁汗顏，同時問林牧師，有

甚麼需要東門教會協助嗎？牧師說，

榮原教會長久以來受到東門教會的

幫助，他們非常感謝，請為他們禱

告尌好。 

這是我們的夥伴教會 -榮原教

會的情況，從牧師、教會同工到全

體會友，齊心投入社區的宣教事工，

尌像一顆閃亮的珍珠，為主發光，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很慶幸，因

著全台灣各地的夥伴教會，我們有

份參與了宣揚福音的事工，這是上

帝所賜的福分，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用實際行動來幫助夥伴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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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原教會主日禮拜小組獻詵 

 

榮原教會到長億社區報佳音（取自榮原教會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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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上感恩 
孫巧玲 

牧師、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

謝上帝，耶穌的降臨帶給咱們全新

的生命。感謝上帝帶領讓我來這向

大家報告，在我領洗禮前後到現在

差不多 10 年，天父賞賜在我們家庭

許多的恩典，我要為這些來「獻上

感恩」。 

十年前我的爸爸媽媽前後過世，

在最後的日子，有一天媽媽對我講：

「幫我請牧師，我想要領洗禮！」

感謝當時的盧牧師及小會長老的幫

助，讓我的媽媽可以領洗禮。洗禮

中間牧師問她，妳確定要信耶穌做

妳的救主嗎？已經不太愛願意說話

的媽媽說：「有。」洗禮以後，流著

感動的眼淚，媽媽對我說：「我愛

妳！」感謝上帝的接納與慈愛！ 

結婚以後，我時常陪伴公公來

教會做禮拜，這已經是 30 年前的事，

不過，一直到媽媽過世以後，我才

帶著小兒子來領受洗禮。從那時候

開始，感謝上帝的帶領，我的先生

陳正唐和我們的兩個孩子昭文和昭

安也都得到上帝的挑選，感謝上帝

的恩典，我們才成為一個基督徒的

家庭。 

大兒子昭文自幼尌在主日學，

高三那一年他決定要去美國讀書，

很感謝大娘姑一家人在美國對他的

疼愛和照顧，昭文的學習很順利，

他現在在芝加哥大學讀財經博士。

五年前，他和太太惠喬在咱們教會

兄姊大家的祝福中完成婚禮，感謝

上帝，我們已經有三個真正可愛的

孫子囉!明年昭文尌要畢業，他也已

經找到適合的工作，感謝上帝的應

允。 

五年前，因為先生癌症的手術，

我們全家陷落在長時間煩惱的日子，

雖然手術順利，不過每三個月，我

們尌會再煩惱不知道這次是不是可

以過關？上個月，醫院跟我們說，

因為已經過五年，阿唐畢業了，我

們滿心歡喜，感謝上帝的保守，給

我們平安，帶我們走過煩惱的日

子。 

43 歲的時候，上帝賞賜我們一

個真可愛的小兒子昭安，他在主日

學長大，愛聽歌、愛唱歌、愛運動、

也愛畫圖，感謝教會兄姊大家的疼

痛，昭安一直可以歡歡喜喜做自己。

他對自己的課業有很高的期待，很

努力念書，今年國三，尌要參加五

月的會考了，懇求上帝給他健康的

身體和智慧，可以全心來準備考

詴。 

    記得他小時候，因為過敏的體

質，時常感冒，鼻子如果塞住，日

時跟夜眠我們尌得要把他抱著，因

為這樣我得到媽媽手，後來也引貣

頸部骨刺去壓迫到神經，有時手會

麻，有時會痛，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心裡很難過，因為太痛，無法練琴

和演奏、教琴也無法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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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因為教授休假的申請

通過，我祈求上帝的應允，讓我可

以再一次上臺來演奏。我對自己說，

尌算是在路中遇到困難和疼，到時

候再來面對吧 !不然我是要如何能

夠再繼續教琴呢? 我想要跟外國的

音樂教授同樣，休假期間也四處去

教琴、演奏，做音樂教授應該要做

的事情。 

通過兄弟姊妹和好朋友大家的

幫助，出錢又出力，很多人都來支

持我，雖然一個人去美國，不過因

為有上帝的帶領和陪伴，我沒有害

怕，在真短的時間內，總共完成 13

場在美國大學舉行的大師班及音樂

會，回來台灣在台藝大及咱教會也

順利完成兩場感恩音樂會。歸榮光

於上帝，若不是主的帶領及大家滿

滿的疼愛和幫助，這是不可能達成

的願望。 

在這個耶誕節過後的主日，感

謝我有機會來和大家分享，上帝賞

賜在阮叨的恩典，阮用謙卑的心，

獻上一家人對上帝和對教會兄姊深

深的感謝！願上帝也同樣，施恩賜

福在咱們兄弟姊妹的家庭中間，賞

賜新的生命、新的仰望，來迎接新

的一年，大家都能夠和我們一樣，

歡喜來稱讚、來感謝上帝滿滿的恩

典！感謝讚美上帝! 

 
孫巧玲姊妹、陳正唐弟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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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禮拜 

讚美：聖歌隊 

If Ye Love Me 恁若疼我 

詞：約翰福音 14：15—17 

曲：Thomas Tallis 

 

If ye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shall give you another Comforter, 

that he may ‘bide with you forever, 

ev’n the sp’rit of truth.  

恁若疼我， 

就欲守我的命令。  

我亦欲對父求， 

就伊欲用閣一個保惠師互恁， 

互伊永遠及恁住。 

就是真理的神。 

 
頌讚上主：亞薩頌讚團 

 
我要高舉祢聖名 

 
主我今來到，袮施恩寶座前，向袮獻上我感謝， 

袮為了我的罪，釘死在十架，為我流下袮寶血； 

主我今來到，袮施恩寶座前，向袮獻上我感謝， 

袮從死裡復活，勝過死亡權勢，賜我新生命。 

主我要高舉袮聖名，從今時到永永遠遠， 

袮賜下奇妙的恩典，白白賜給所有的人； 

主我要高舉袮聖名，從今時到永永遠遠， 

主我要讚美袮，主，我要敬拜袮，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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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新的異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主啊！我到祢面前 
 

主啊！我到袮面前，獻上我的今天， 

我的身體、我的一切，獻上當作活祭。 

主啊！我到袮面前獻上我的今天， 

求袮更新，求袮潔淨我的心思意念。 

我與袮同釘十架，如今不是我活著， 

因我知道袮是深愛我，我只為袮而活。 

主啊！我到袮面前，獻上我的今天， 

願我一生蒙袮悅納，成為袮的喜悅。 
 
 

2019 年每週讀經進度 

△1/6(日) 台灣聖經公會馬太福音 2：1-12 

△1/7(一) 台灣聖經公會馬太福音 2：13-23 

△1/8(二)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4：1-15 

△1/9(三)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4：16-30 

△1/10(四)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4：31-44 

△1/11(五)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5：1-16 

△1/12(六) 台灣聖經公會路加福音 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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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張嫦蓉姊妹洗禮

 

20181216 葉宸碩弟兄、吳予風弟兄小兒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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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報告 

●第 52 週（2018 年 12 月 30 日） 

一 月定奉獻： 17 筆 167,500  元 
二 禮拜奉獻： 5 筆 19,550  元 
三 感恩奉獻： 33 筆 264,840  元 
四 節期奉獻： 4 筆 10,000  元 
五 對外奉獻： 

    
 

為大安福音隊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台南神學院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活水泉教會奉獻： 3 筆 14,000  元 

 
為珍珠家園奉獻： 5 筆 19,000  元 

 
為退休傳教師奉獻： 10 筆 31,500  元 

 
為夥伴教會奉獻： 11 筆 130,200  元 

六 對內奉獻： 
    

 
為少年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為兒童主日學奉獻： 2 筆 7,000  元 

 
為姊妹詩班奉獻： 2 筆 7,000  元 

 
為姊妹團契奉獻： 2 筆 6,000  元 

 

為東門學苑奉獻： 56 筆 115,600  元 

 
為松年團契奉獻： 2 筆 12,000  元 

 
為青年團契奉獻： 1 筆 5,000  元 

 
為原住民聚會奉獻： 1 筆 10,000  元 

 
為家庭團契奉獻： 1 筆 4,000  元 

 
為荊棘團契奉獻： 1 筆 2,000  元 

 
為聖歌隊奉獻： 2 筆 12,000  元 

 
為漁網團契奉獻： 1 筆 1,000  元 

七 特別奉獻： 
    

 
為主日獻花奉獻： 1 筆 4,000  元 

 

為主日 CD 奉獻： 1 筆 200  元 

合計: 
  

847,390  元 
====================================================================== 
◎為教會奉獻台幣、美金奉獻帳戶 

教會抬頭、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統一編號：05351010 
（EAST-GATE PRESBYTERIAN CHURCH,TAIPEI） 

教會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 段 76 號（7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2 段 16 號（16, SEC. 2, JEN-AI ROAD, TAIPEI, TAIWAN） 

銀行：上海商業銀行仁愛分行 （SWIFT CODE: SCSBTWTP024）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 BANK, LTD, JEN-AI BRANCH) 

上海商銀代碼：011  

台幣奉獻帳號：24102000006942    美金奉獻帳號：24108000029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