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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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恭喜本會會友林天財弟兄的長女林于靖小姐將於 9 月 20 日下午 2 時在本會與
李彥良先生舉行結婚感恩禮拜，請兄弟姐妹共同參與。
2. 本會蔡邱雪霓姐妹於 9 月 3 日蒙主恩召，享年 82 歲。訂 9 月 17 日 10:00 於
嘉義信義會蘭潭教會舉行告別式，願主安慰其遺族。
3. 2016 年「門徒訓練班課程」
，時間：9 月 2 日~10 月 14 日每週五 19:00~20:50，
共 6 堂課。9 月 9 日起由鄧開福牧師（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
現任台南神學院新舊約神學副教授）主講「在應許之地的道路上」
，請兄姐踴
躍參加。（9 月 16 日暫停一次）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9/1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9/11

洪泰陽
盧金梅

卓啓煌/陳皓衽
張榮璋/張以諾

劉雅玲/潘哲雄
余燕儒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高雅智
洪泰陽

9/18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9 月 18 日舉行例會，內容：「如何自我檢視身體狀況」，主講：賴麗月姐妹
（檢驗師）。會後請委員留步開會。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靈修旅遊，日期：10/20(四)~10/21(五)，額滿即截止。
行程：10/20 立康草藥博物館→大樹文化園區→夜宿高雄喜悅酒店。
10/21 搭小巴前往霧台→魯凱部落、伊拉部落→山地門。費用：3100 元。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9/11)主日禮拜後舉行松年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主理：林政義長老。
本月壽星名單如下：許瑞源長老、邱一雄長老、詹淑靜長老、徐澄榮執事、
劉淑姝姐妹、阮淑真姐妹、林政義弟兄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2. 例會後將改選明年 2017 年團契會長，副會長及選出委員 7 名，請關懷長老
參加，也請兄姐為這次的選舉關心代禱(參加人員有送禮物)。
四、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新學期開始了，即日起開始招生，上課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長執
會議室。請有興趣的兄姐向團長謝理明長老報名。
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誠徵：1.有唱歌恩賜的妳。
2.願意每週多半點鐘給主上帝的妳。
3.歡喜用歌聲服事上帝的妳。
符合條件的妳，請在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後到 2 樓練唱室來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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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感謝以下兄姐為主日花材奉獻：陳慧錦(9/11)、蕭仁維(9/18、9/25)。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三一教會於台中市烏日區三榮十七路 30 號開拓「三榮教會」
，訂今日(9/11)
15:00 舉行三榮教會開設暨獻堂感恩禮拜。同時舉行黃暉懋牧師就任三一
教會宣教牧師派駐三榮教會暨成如慧傳道師封立牧師為社區牧師派駐三榮
教會授職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舉行故宮嘉義南部院區一日遊，日期：9 月 22 日(四)，
費用：1000 元(含午、晚餐)，名額：42 名，請於 9 月 19 日前向邱一雄長老
報名。
3. 忠孝路教會訂 10 月 2 日(日)15:00 舉行廖述哲傳道、莊惠峯傳道封立牧師暨
就任宣教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總會教育委員會舉辦「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教材–2017 年課程研習會」
，時
間：10 月 29 日(六) 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300 元，請向
蕭仁維傳道報名。
5. 新平教會訂 9 月 18 日(日)15:00 舉行周主雄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6.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真愛幸福，時間：9 月 24 日
(六)10:15~15:30，地點：台中牛排館元太祖蒙古烤肉(公益路 2 段 242 號)，
費用：700 元，9 月 12 日截止，報名請洽 Line：cjhung0130。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2 日~10 月 14 日門徒訓練班，期盼有更多人受造就。
2. 為松年大學新學年有更多學生參與。（9 月 6 日開學）
3. 為後壠子地段租約能順利在 9 月 30 日與勤美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完成。
4. 為蔡邱雪霓姐妹的遺族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蔡串煉兄、陳維順
兄、歐王雪雲姐、謝敏川牧師。
＊本週金句＊

(台語) Un-hô ê ìn-tap ōe hō͘ siū-khì soah; Kóng-ōe sò-pō ōe kek-khí
siū-khì.. (Chiam-giân 十五:1)
溫和的應答，會互受氣息；講話躁暴，會激起受氣。（箴言十五:1）
(華語)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箴言十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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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7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人

四

10:00~11:3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10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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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9/17)禱告會適逢中秋連續假日暫停一次。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11(日)

9/12(一)

9/13(二)

9/14(三)

9/15(四)

9/16(五)

9/17(六)

經節

結 1-3 章

結 4-7 章

結 8-11 章

結 12-14 章

結 15-18 章

結 19-21 章

結 22-24 章

＊下週金句＊
箴言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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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陳崇銘

讓基督的愛
充滿

以弗所書5:1~2

35

73、317、
514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18

陳崇銘

讓基督的愛
充滿

以弗所書5:1~2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9/21

蕭仁維

討神喜悅的
侍奉

馬太25:14-30

28

58、308、
509

同上

＊上週講道＊
【有你，我們會更好】
以弗所書四:15~16
戴碩欽牧師 2016/9/4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會的頭，
全身靠著他，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著每一部份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使
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 15～16）
從這段經文我們瞭解，上帝對於他的子民的期待──合一：聯合成為一體、互
相搭配；彼此成全、互相建造。保羅說：基督徒既然蒙召，行事為人、生活表現
就應當與蒙召的恩典相稱。
「一人無雙等才。」
「十藝九不成，專精一藝可成名。」上帝沒有把所有的恩
賜、能力、長處都給哪一個人或哪一些人，讓他們成為完美的榜樣；（若有榜樣，
我們已經擁有主耶穌。）而是讓每個人都有長處，也都有短處，好讓我們能謙卑
下來，好與其他弟兄姊妹互為肢體，彼此需要、彼此供應、互相支持，上帝期待
他的兒女能契合成為一體；一齊長大成熟，願意擺上自己的恩賜，各盡其職，使
整個身體健康成長茁壯。
有你，我們會更好。謹代表新竹聖經學院董事長、阮院長暨全體同工在主裡
向大家請安，感謝貴教會過去長年以來一直把我們地發展放在您們的心裡，讓我
們感到窩心、不覺孤單；願上帝紀念您們的善工，聚積財寶在天上，並賜下滿滿
地福份。高興的是藉這機會向大家報告，除了承蒙貴會的關愛，我們台中中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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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上帝「肢體聯合得合式」的教訓。目前隸屬我們中會多位牧長擔任學院要職：
董事長陳月桃長老（豐東）
，董事賴信頌牧師（大里）院長阮介民（前西屯牧師），
總務長林耀明長老（西屯），幾位牧長出錢出力忠誠盡職，甚得敬佩。
勤服事上主的工，絕不落空。目前事工略作分享：
一、服事全國教會牧長，成為教會的祝福。
提供牧長在職進修，盼望各教會能夠安排、鼓勵牧者來學院作短期學術研究、
靈修、或者規劃教會事工，學院提供課程設計，敦聘專業講師協助、無論培靈、
同工訓練、靈修會、宣教訓練、禮拜與音樂設計等。重點在於在職訓練、靈修方
面，我們的牧者的確需要被鼓勵。話說「食魚食肉亦著菜甲。」
。耶穌一日事工服
事結束，都要帶領門徒到安靜處所靈修禱告，預備。最好的事例，耶穌領門徒在
客西馬尼園是那心靈痛苦汗流如血滴之禱告、門徒卻深睡入眠的景象，真是慟人
肺腑，耶穌的命令是：
「你們連一個小時也不能警醒嗎？應儆醒禱告，免得陷入迷
惑。」
台灣人講：有樣看樣，序大不成樣，序細作和尚。領導者要有其領導者之「辦
勢」，教會領導人要有其屬靈地「辦勢」；「牧師辦」、「長老辦」，不要輕忽其職的
樣。論查經則「摩西五經讀透透、新約舊約看齊到。」論祈禱則祈福、消災、解
厄、驅邪、生產、去病、升學、就業、求平安、求健康、求靈命增長…皆可服事。
論服事則與牧者配搭，熱心相挺，與主同工。
其實，我們服事上帝，一生機會難得，特別當職侍奉更是不容易；上帝賜與
人的年日窄如手掌，可以誇口的不過是憂愁勞苦、一生嘆息而已。
（參詩篇 90）網
路貼文說得真有味道：人生如比賽。上半場與人比學歷、權力、職位、業績、薪
水、高昇；下半場與人比血壓、血脂、血糖、尿酸、膽固醇、下降。期待大家能
上下兼顧，兩場都要贏。
台灣人有智慧，說：米一樣，人百樣；食好食歹，隨人落筷（ti）
，在人滋味。
有人好燒酒，有人興土豆。有人食腥，有人食菜；有人祈禱，有人拜拜。人燒香
拜神、佛，不過求福祿、平安、健康。基督徒亦在所難免，但是除此以外，耶穌
說：
「當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就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這可是一本萬利的應
許阿！我們得「一理通，萬里澈」。
擔任教會屬靈的牧者，就是要幫助自己，也幫助弟兄姊妹、瞭解怎樣追求上
帝的國和義。新竹聖經學院面對這樣的挑戰，提供訓練的平台，期待大家支持、
參與。
二、裝備訓練長執、信徒成為教會的祝福
學院提供門徒完整地訓練課程，也提供教會同工、各類侍奉人員對於教制、
人際倫理專業課程；因著教會組織、資源的相異性，我們以此為因應之道，提供
場所，整合資源彼此分享共用。另外是松年大學事工，營造樂齡的人生，這方面
也同樣建立有序之平台，分享辦學經驗。
教育興學、裝備訓練，一直以來是必要但卻較弱而叫好不叫座。人，會看得
形骸，袂看得腹內。外表妝美美，內面親像鬼。意思是人必須接受教導、裝備、
雕塑並且管理。偉大的數學家帕斯卡（Blais Pascal）深刻地思考人類地困擾、邪
惡、痛苦、死亡之問題，他震驚的發現一個現象，一個我們一直仍在思考的問題：
即便人類能在科學、藝術、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但人類也滿懷憤
怒、虛偽、以及自我怨恨。Pascal 說，人類是天賦和自我欺騙的混合體。因此他
在一次深刻的宗教體驗後告白：我把我自己全然地交託給我的救贖者耶穌基督。
4

今天我們活在高科技地世紀，有幸地經歷人類偉大變革，特別是網路世界革
命興起，其實這並非人類首次革命。上帝的選民亦曾經歷一次大革命，讓以色列
登上近東強國。以色列王大衛，上帝的靈與他同在，他是出色的詩人、哲學家、
勇士、偉大的戰略專家，到今天軍事專家仍在學習他的戰略。大衛王突破 200 年
來赫人禁止以色列人學習及使用鐵器之技術地情勢，帶領以色列進入鐵器時代，
鐵犁、鐮刀、鋤頭和武器取代了木棍及石頭。大衛王成功的徹底的改變了以色列。
可以說製鐵科技地引入，所帶出的影響，正如今天的微晶片技術對我們今日之影
響。然而，如此的現代化，仍然有許多問題是現代科技無法解決的。正如大衛王
本身所深刻感嘆的──他明白自己靈魂深處潛藏著些什麼，但他無法擺脫自己的問
題，和他個人的惡行，包括兇殺與姦淫，然而他尋求上帝的赦免說：
「求你使我的
靈魂甦醒。」
耶穌說，我們從內心發出惡念、兇殺、姦淫、偷盜、詭詐、誹謗。愛因斯坦
說，改變鈽元素的性質，比改變人性的邪惡本質要容易。即便現代科技能建造以
色列為近東強國，卻無法使用科技技術改變人性的惡，更無法保證大衛王國或任
何強權千秋萬世。
人食魚，魚食水，人驚鬼，鬼驚上帝。拜拜有誠心，不免放炮與燒金。詩人
說：
「上帝阿，燒祭若是你所愛，我就要獻；但你所愛，卻是憂傷痛毀之心。」大
衛王能用現代科技幫助國家強勝，民生樂利；但無法用現代科技幫助人民親近上
帝，活出上帝的形象。
新竹聖經學院期待通過服事牧長，教會信徒作屬靈的裝備，穿上屬靈的軍裝，
作基督精兵，打贏屬靈的戰爭。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317 首 你若欠缺很失望
編曲／吳威廉牧師娘 Mrs. Margaret Gauld
作詞／同上
吳威廉牧師與其夫人於 1982 年以宣教師的身分自加拿大長老教會受派前來協
助馬偕博士的宣教工作。他曾經在馬偕博士指導下工作七年有餘，馬偕去世後，
他負起了一般教育及北部教會全教會的責任。1904 年 10 月 4 日首屆台北中會在他
的努力下成立，他被選為『會正』(即議長)。吳牧師夫人原先在北部教會推展教
會音樂工作，培養人才。於 1931 年轉任台南，自吳牧師夫人到南部以後，南部教
會之聖歌隊亦隨之大進步。
陳泗治校長曾說：
『台灣教會音樂乃是由初期的吳牧師娘等諸先輩開墾，引起
了大家對西洋新音樂的認識與興趣。』吳牧師娘亦為台語聖詩的最早編輯者之一。
早年，她和吳威廉牧師共同為台灣的教會音樂深為努力，不僅全時間奉獻為主，
暇時，也撥空教授後輩們學習鋼琴，駱先春牧師即為其中一位。在她的手下，曾
培植了許多人才，除駱牧師之外，像陳溪圳牧師、陳泗治牧師等，由此看來，她
對台灣聖詩音樂的功勞不可謂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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