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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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8/19)為「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由水湳教會林世杰牧師前來本會請
安、報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本會於 9 月 7 日(五)19:10~21:10 邀請胡忠銘牧師舉行「培靈會」。 9 月 14 日
(五)~11 月 2 日(五)19:10~21:10 舉行「門徒訓練裝備課程–四福音書研讀，保羅這
個人」，講師：王崇堯牧師、鄧開福牧師、曾昌發牧師，請兄姐踴躍參加。
3.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 8 月 18 日(六)下午 2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管理委員
會第 11 屆第 6 次會議，敬邀管委會委員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董事長撥
空蒞臨參加。
4. ★「東京奧運正名」、「愛家三公投」連署活動，有意參加的兄姐，請至 1 樓公佈
欄拿取連署書填寫後繳交至辦公室。
5.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擬開始啓用新聖詩。因總會聖詩編輯委員尚未修編定案，
仍可繼續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硬皮$290/本，軟皮金邊$350/本，每戶補助$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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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本週主日(8/12)舉行例會，特別邀請蕭喜芬老師（小無敵書坊負責人、暨南大學
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教育碩士、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講師）主講。講題：
「樂
齡的有趣人生」。司會：詹淑靜長老。機會難得，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2. 例會後舉行慶生會，八月份壽星：鄭純珠、阮淑卿、陳維順、卓榮造、許萬興、
洪碧華、李吳绣鳳。
三、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下週主日(8/19)禮拜後 10:40 邀請「臺中市清心社區福祉發展協會」，至本會演出
預防失智症短劇，地點：1F 松年館，歡迎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四、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八月份月例會聚會內容：「通達人步步謹慎」–法律常識報你知！
講師：劉雅玲執事，司會：羅寶玉副會長。精彩實用的內容，歡迎兄姐們參加！
時間：8 月 19 日(日)上午十點半。
五、少年團契（會長：楊君贊同學）
訂於 8 月 25 日(六)16:00～18:30 在教會舉辦迎新送舊活動，安排了一連串的解謎
挑戰活動，邀請主日學升級至國中的新朋友一起參與。另晚間聚會時間 18:30～
20:00 將接續舉辦慶生會。
六、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 2~3 名，值班時間：週六上午 9 點~12 點、週一中午 12 點~2 點、
週一下午 2 點~5 點，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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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務委員會電器設備組（組長：賴信旭執事）
古蹟教堂音響操作訓練，時間：8 月 25 日上午 9 點 30 分~12 點。請同工、有興
趣的兄姐一起來學習。
八、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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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9 月 8 日(六)09:30 舉行庶務人員訓練會，地點：草屯教會。
2. 健行教會訂 8 月 19 日下午 3 點，舉行甘淑惠牧師就任第 2 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8 月 19 日(日)下午 2~5 點，地點：豐
原教會，講員：鄭國展牧師，講題：1.牧師與信徒牧養倫理。2.領導者（長執）
對法規、教制應有的認知。費用：200 元(含便當)，8 月 17 日前向辦公室報名。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度培靈會九月 9 日晚上 7:10~9:00 講師–胡忠銘牧師代禱，期盼有較多
兄姐來參加。
2. 為九月 14~十一月 2 日門徒訓練課程講師–王崇堯院長、鄧開福牧師、曾昌發
牧師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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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台 語 )Tio̍ h thoân tō-lí, bô lūn tek-sî put-tek-sî, tio̍ h choan-bū i, ēng pah-poaⁿ ê
khoan-iông kà-sī lâi chek-pī, kéng-kài, khoàn-bián. (Thê-mô.-thài hō.4:2)
(台語)著傳道理，無論得時不得時，著專務伊，用百般的寬容、教示來責備、警戒、
勸勉。（提摩太後書:4~2）
(華語)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
＊下週金句＊
希伯來 3:14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8/18)由賴信旭執事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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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8/12(日)
書
11-12 章

8/13(一)
書
13-14 章

8/14(二)
書
15 章

8/15(三)
書
16-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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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四)
書
18 章

8/17(五)
書
19-20 章

8/18(六)
書
21 章

＊週間聚會＊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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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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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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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休息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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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

林世杰

以教會
影響社會

彌迦書6:8

17

52
338
512

尼西亞
信經

8/19

林世杰

彌迦書6:8

-

-

同上

8/22

陳祐陞

創32:22~29

19

42、444A、
514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以教會
影響社會
成為祝福別人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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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如何扮演一位「稱職的父親」】
箴言三:1~12
陳祐陞牧師 2018/8/5
今天禮拜中咱有舉行聖餐與父親節的慶祝，求主賜福咱中間做父親的不止有健康
的身體，有好的信仰模範，閣有智慧知道怎樣將你的兒女帶到上帝面前來受主的賜福，
互一世人行佇正路。箴言是一卷很寶貴的冊，大部份是老父對兒子的教導，一共有
31 章，你若每日讀一章一個月可以讀完。
今天咱的家庭受世界影響與魔鬼的侵佔已經充滿危機，甚至基督徒的家庭也許多
成為不合上帝心意的家庭，跟隨世界的潮流，追求虛勞、表面的生活。今天的聖經給
咱講，做父母的著要負起一個責任，就是教導兒子來行在上帝的道路，用信仰來建立
咱的家庭。今天的家庭與以前農業社會的家庭有什麼不相同。在以前農業社會的家庭
要負起七項的責任。(一)家庭供應子女經濟的支持。(二)對家庭來建立兒女的地位及位
格。(三)家庭要負起教育的責任，以前學校少的時代，你無法到都市讀書，所以在家
裡，都是由父母來負責教育子女。(四)宗教方面，信仰大部分是對家庭來塑造，在家
中，父母帶子女讀聖經、祈禱、吟詩，早晚有家庭禮拜。(五)在吃飯後有大家相及交
陪的時間，作伙說話，作伙有說有笑，有家庭溫暖的時間。(六)家庭內子女得到保護，
最安全的所在即是家庭。(七)感情上互相連結與支持。這七項在過去是家庭所負起的
責任。總是在進入到工業科技社會，在今天的時代前六項的工作許多已經由社會與學
校所取代。在今天工業社會人離開農村生活以後，經濟是靠你在社會工作，你賺多少
錢，不是父子作伙在遐耕農來得到的經濟支持，小孩子讀書有就學貸款，等畢業工作
後再償還。人的地位是互社會認定你多少？你才有多少的價值。論教育來說更加是完
全依靠學校，在家庭裡面父母已經很少在遐教育子女，甚至信仰（宗教教育）也交互
教會，信仰親像是教會的代誌，在家庭很少去關心囝仔在主日學學習什麼？這禮拜你
有祈禱嗎？你有讀聖經嗎？將宗教教育完全交教會。在娛樂來說，小時候帶出去玩
很高興，讀到國中有時要帶出去玩，不要與父母出去，甘願與的朋友出去玩。
感覺自己朋友較好，與父母出去無趣味。論保護呢，不是靠家庭互保護，是靠國家、
靠社會。在此款的下面最後剩一項就是感情，那個尚蓋親密的感情應該是只有家庭才
會當互子兒而己，彼此中間最親密的即是家庭，總是今仔日的悲劇就出佇那種最親密
的感情連家庭也沒了，因為家庭彼此中間，已經失落那種無條件用上帝的疼來相疼，
人在家庭成為人客，互相親像陌生人的很多，甚至見面的時間很少，沒用時間來做感
情的交流，難怪今仔日有的家庭像戰場，父母冤家，小孩在旁邊觀看，小孩子的眼睛
是雪亮的，父母在做什麼？都在看、都在學習，等到長大結婚以後在感情遇到問
題就是用相罵、冤家、怨恨來處理，因為對的父母阮所學習到的即是如此。今仔日
什麼欲導咱轉來在一個建全的家？上帝所歡喜的家？只有在信仰的下面，人才有辦
法。今天咱在此慶祝父親節的時，我欲用二點來勉勵咱做父親的，互咱的家庭成為上
帝所保守眷顧、互咱的子女永遠行在正路，得到上帝的賜福。
一、用聖經的話語來教示咱的子兒。今天的箴言給咱說，咱要教導咱的子兒，互
一個有原則的人生，會曉遵守上帝誡命的人生。箴言三:1「我的子，呣通 記得我
的教示；你的心著執守我的誡命。」在此你會感覺老父與子兒有一個親密的關係。在
電視上曾看過新聞報導，一些越南新娘作伙賭博互警察掠到警局，其中有老母帶囝仔
去的，連囝仔也互人帶去警局，老母仆在桌上，囝仔躲在桌下。我也曾看過父親與子
兒作伙作賊去偷竊，互人掠去警察局的報導，當你看到這款新聞時，你的感覺如何？
在遐這些囝仔長大後要如何來建立有原則、有遵守誡命，能判斷對與不對的人生，這
是今天咱踮佇罪惡世界的一個悲劇。什麼能恢復人在上帝面前那種聖潔、尊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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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這就是耶穌基督來到世界的目的。因為世間人的心已經受罪的侵染，無法度靠
自己來行佇正路。箴言在此給咱說：
「教導你的兒子，不可互慈愛與誠實離開，不止
如此，閣要刻住在心裡，繫在你的頸項上，這樣你欲佇上帝及世人的面前得到恩典及
好名聲。」在 5v 又告訴我們，咱著教示咱的子兒「著專心倚靠耶和華，呣通倚靠你家
己的 」這叫做信靠的人生，有上帝可靠的人生，互在每一站道路會當承認上帝做
他的主宰，來互上帝引導的道路。9~10v 告訴我們，你若用你的財物及你一切起頭
熟的土產尊敬耶和華。若是按呢，耶和華欲互你倉房充滿又有餘(chhun)，這叫做「感
恩的人生」
。家庭是一個充滿感恩的所在，在互相中間相疼、感恩，不是互相指責、怨
恨今仔日人失落感恩的心，成為一個個人主義的世界，一切掠自我做尚要緊。我們要
回到咱的源頭上帝，向上帝感恩。12v 教導你的子兒順服上帝的管教，這是順服的人
生，在這說耶和華所疼的，他欲管教。在咱的家庭也要有管教，今仔日咱若不去管教，
多少青少年從父母得不到原則，沒誡命可遵守，做什麼歹都不要緊，就失落人生的
目標。在父親節的時候我期待咱中間做父親的，又再一次反省在上帝面前，咱是受託
負的，著導咱的兒子來行在上帝法則的裡面，用上帝的話來教示。
二、要為你的兒女祝福。創世記有記載以掃與雅各這對雙胞胎的故事，以掃是兄
長，雅各是弟弟。有一次以掃在外面打獵回來，又累又餓，雅各正在煮紅豆湯，以掃
要求弟弟紅豆湯給他，雅各說：
「可以，但你大兒子的名份要給我。」以掃因太餓，馬
上答應，將長子的名份給雅各，聖經說：
「這就是以掃看輕長子的名份。」到底長子的
名份，有什麼重要？有什麼價值？在希伯來人的傳統，長子有繼承權，財產可得雙份，
更重要的是長子可以得到父親的祝福。因為父親的祝福是帶有上帝的應允和成全的一
種祝福，一位敬畏上帝的父親，他怎樣祝福他的兒女，上帝就照這樣來成全。特別是
一位臨終的老父所說出的祝福，一但說出口就如箭射出無法收回，也無法更改。後來
雅各又騙他的老父得到長子的祝福，以撒年老目睭花看無，將雅各當做以掃，對雅各
祝福。在創世記廿七:28~29「願上帝賞賜你天頂的甘露，世上的肥地，五穀及新酒真
多，眾百姓服事你，列國跪拜你。你做你兄弟的主；你的老母的子跪拜你，咒詛你的
受咒詛，祝福你的得祝福。」這個祝福是何等的大。難怪當以掃回來發現他長子的祝
福被雅各騙去，聖經說他放聲大哭，怨恨雅各，決意等他父親死後要殺雅各。在此你
可以看出猶太社會對父親的祝福是何等重要與寶貴。
Bill glice 曾做一個調查報告，他調查過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監獄 40,000 名受刑犯
中，猶太人只有 13 人。為什麼猶太人的犯罪率如此低？他有列出幾項原因，但其中第
一項（重要）即是因為猶太人的傳統問題，猶太人會為自己的兒女祝福，親像以撒對
雅各的祝福一樣，這款的父親的祝福會影響到兒女的生命。前美國出名演員寇克道格
拉斯，在他 75 歲生日時，接受電視台的訪問，他在遐流眼淚說「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情
就是不曾互我的父親祝福過，這是我心頭最大的痛。」在此你可以想像失去父親祝福
的以掃。他的心中是何等的痛。在創世記 48~49 章也有記載雅各年老為他的子及二個
孫的祝福，我盼望你自己回去看，來學習祝福你的子兒的一生。
最後我也要對那些一生沒得過父親祝福的人說一句話：
「咱還有一位天父上帝，這
位天父永遠疼咱，祝福咱。只要你親近伊，伊也會親近你」
，會當彌補你所失去地上老
父為你的祝福。聖經也按呢說「凡到我這裡來的，我決斷無棄拺伊。」求上帝幫助咱，
那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賜福的上帝，今仔日伊欲祝福咱及咱的子兒，只
要你導行在信仰的道路。
兄弟姐妹信仰是人生的基礎；信仰是生命的本質；信仰是人生的道路，今仔日咱
需要再一次檢討成為老父的責任。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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