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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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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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1/19)是「大專事工奉獻主日」
，由潘忠杰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並主禮一、
二堂禮拜，請大家關心支持大專事工並為他們代禱。
2. ★舊曆年初一、新春稱謝禮拜合併於初二(1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 09:30 舉行，當
天只有一堂禮拜，中午愛餐暫停一次。1 月 29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3.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2 月 8 日(六)上午 10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
開第 1l 屆第 12 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敬邀委員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撥空
蒞臨參加。
4. ★120 週年紀念冊已印製完成，請在籍兄姐至辦公室領取(每戶一本)。
5. ★2020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
公室領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1. 本日(1/19)成人主日學於 2 樓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以賽亞書 49 章 1~7 節。
2. 本日(1/19)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召開教員會，請老師同工出席參會。地點：2 樓 A
教室。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歡迎加入松年團契，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20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至 2 月
29 日截止，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你有頭痛或偏頭痛的習慣嗎？壓力大時常感到頭痛嗎？氣壓不穩時頭痛萬分？遇
到小孩吵鬧不休，頭痛欲裂...？婦女團契教您用中醫的手法緩解，歡迎弟兄姐妹一
起來參與。時間：本日(1/19)上午 10:40 例會+第一季慶生會，地點：松年會館。講
員：楊忠憲中醫師，題目：「中醫手法快速緩解頭痛」，司會：程玉珍。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上週探訪：蘇陳月娥、陳潘藟、廖慈凰、胡婧媛、蔡宗良、林榮華、林南。
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參加貝斯速成班，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有心，我們
就教你！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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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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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訂 1 月 19 日(日)14:00~17:00 舉行主日學校長座談會，地點：霧
峰教會副堂。
＊代禱事項＊
1. 為新任正、副總統及立委代禱，求主保守他們能信守承諾、信實公義，為人民
負責。
2. 為中會大專事工代禱，求主保守出外的大專生能參加聚會，靈命受照顧。
3. 本會柳原法人合併入後壠子法案已經由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核可，未來尚需經法
院清算財產等程序，請為本會兩法人順利合併代禱。
4.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何家卉(左
耳恢復聽力)。
＊本週金句＊
(台語) Iâ-hô-hoa kóng, Góa chai Góa tùi lín só͘ chûn ê ì-sù, sī siúⁿ-sù pêng-an ê ì-sù, m̄ -sī
kàng chai-ē; beh hō͘ lín bé-kéng ū ǹg-bāng.（Iâ-lī-bí 29:11）
(台語)耶和華講：我知我對恁所存的意思是賞賜平安的意思，呣是降災禍，欲互恁尾
境有向望。(耶利米書廿九: 11)
(華語)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廿九: 11)
＊下週金句＊
耶利米書廿九: 11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1/19(日)
創 32-33

日期
經節

1/20(一)
創 34-35

1/21(二)
創 36-37

1/22(三)
創 38-39

1/23(四)
創 40-41

1/24(五)
創 42

1/25(六)
創 43-44

＊週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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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人

四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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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六禱告會＊
每週六08:10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2月8
日起恢復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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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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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堂
合堂
台語禮拜

1/26

陳祐陞

咱所經過的
日子

詩篇九十:9
詩篇六十五:11

17

435
434
401

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2/2

陳祐陞

靠主喜樂

腓立比書
四:6~7

5

298
495
401

使徒信經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5

陳正雄

上帝已經立
耶穌為主

使徒行傳
二:14~36

6

244，
637，391

使徒信經

＊上週講道＊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
詩篇十六篇
耿明德牧師 2020/1/12
詩篇是以色列人對上帝的拯救與恩典，所表現出來的信仰回應。詩人用詩歌來表
達他們對上帝的認識，也用詩歌來讚美上帝的大權能、大作為。對以色列人來說，詩
篇在宗教儀式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用詩歌的啟應、讚美、祈禱、奉獻，來表達
他們對上帝的敬拜。詩篇十六篇是大衛所寫的金詩，在整卷詩篇當中，大衛的金詩總
共有六篇，就是第十六篇，以及第五十六篇到六十篇。
「金詩」在詩篇裡面的意思，就是像黃金一樣珍貴，是詩人抱著以「耶和華為至
寶」的信念所寫的詩歌。詩篇十六篇是大衛受到掃羅迫害之時，在西弗曠野所寫的詩
歌。當時，他雖然身處患難之中，卻充滿了歡喜快樂，因為他全心倚靠上帝。而且他
也深深相信，只要耶和華在他的面前，在他右邊，他就不致動搖，他的「肉身也要安
然居住」。雖然面對掃羅的追殺、逼迫，面臨死亡、墳墓、陰間，他都不害怕。因此，
這首詩可說是一首信靠的詩，也是一首宣告的詩。
從這首詩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大衛對上帝的信靠，也可以看見大衛不斷向他的敵
人宣告『上帝是主』
，除了上帝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與福氣。若倚靠上帝，祂就要將各
樣的好處都賞賜給人。
沒錯，一、上帝是主，除祂之外沒有別的好處
在詩篇十六篇當中，大衛求上帝保護他，並且宣告說，上帝是他的主，除了祂以
外沒有別的好處，台語聖經將「好處」翻譯為：
「福氣」
。各位，在人類的宗教歷史裡，
為什麼人一定要拜神明？我想，除了敬畏神明之外，最要緊的，就是想要從神明身上
得到福氣。有福氣當然很好，但是，要得到福氣也是要找對地方。大衛提醒他所深深
喜愛，那些又美又善，世上的聖民們，說：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
大衛語重心長的說明，在選民的心裡，若看重任何一項東西超過上帝，那項東西就會
成為選民的神，無形中就取代了上帝在他們心中的地位。若是如此，他們的愁苦就必
加增。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斷的在經歷苦難，為什麼？他們豈不
是上帝的選民嗎？其實，以色列人真的是一個很『鐵齒』的民族。上帝揀選他們為自
己的百姓，並且還將各樣的好處都賞賜給他們。但是，以色列人對上帝的報答是什麼
呢？是拜偶像。是違背祂的旨意。上帝很清楚的告訴以色列人，你們若遵行我的誡命，
我就會祝福你們。但是，不知是天生悖逆的性格，還是以色列人對上帝的信心不夠，
他們並沒有完全倚靠上帝，反而是一次又一次去拜偶像，也一次又一次被上帝刑罰，
最後的結局就是亡國。
3

有時我們也會像以色列人一樣，很鐵齒。在做任何事情之時，我們並沒有將上帝
放在第一位，常常靠著自己的聰明與能力去處理事情。常常用所擁有的來取代上帝，
以世界的道路取代上帝的道路。用其他的人、事、物來取代上帝在我們心中最重要的
位置，並且只看重自己、追求自我滿足，卻無法忍受犧牲與捨己。
不但如此，甚至還會用上帝所賜的恩典取代上帝，還覺得理所當然，而忽略了：
「原
來一切都是從上帝來的」。因此，我們心中的愁苦愈來愈加增，因為我們看重這些事，
勝過看重上帝。因此大衛提醒他所喜悅，那些又美又善，世上的聖民說：
「上帝以外無
福氣」。也就是說：「上帝是福氣的源頭，若不倚靠上帝，一切都是空的」。
幾年前很流行一本書，名叫『雅比斯的禱告』，這本書主要論到歷代志上四 10 雅比斯
向上帝的禱告，他說：
「願你真實賞賜福氣給我，擴張我的境界，願你的手常常與我同
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各位，在這段經文的最後說：「上帝就照他所求的
賞賜給他」。
雅比斯這個名字本來的意思是痛苦，是會造成或是帶來痛苦。但是因為上帝應允
他所求的，雅比斯就成為一位得到福氣、沒有遇到患難、困苦，又有上帝同在的人。
是阿福氣是什麼？福氣就是有上帝的同在、使我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就像箴言十
22 所說：「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二次大戰期間，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一個太平洋島嶼與他的部隊走散，他
獨自一人躲在叢林中。他遠遠聽到敵人正往他的方向走來，心裡很緊張，這時，他發
現前面有一片山壁，那裡有一些山洞，他急忙爬進山壁中的一個小洞內。雖然暫時安
全了，但是他知道敵方士兵很快就會來這裡搜查，他的處境依然危險，性命隨時會喪
失。就在孤單等待之時，他向上帝禱告說：
「主啊，如果祢願意，請保護我。但是，無
論祢的旨意是什麼，我都愛你，都願意信靠你，阿門」。禱告完，他就靜靜地躺著。
沒多久，他聽見敵人的腳步聲愈來愈接近，他想：
「好吧，可能上帝不會幫助我脫
離險境」
。這時，他看見一隻蜘蛛在洞口織網。牠的動作很快，一根連上一根，一層又
一層，小小的身軀在洞口上下移動。這名士兵心想：
「這時我需要的是一面磚牆，上帝
給我的卻是一個蜘蛛網，祂真愛開玩笑」！敵人愈來愈近。從他藏的山洞可以看見他
們正一個洞、一個洞詳細地搜查。當敵兵走到他所躲的洞口前，令他吃驚的是，那些
人只往洞口看一眼，轉頭就走了。這時，他忽然醒悟過來。原來，因為洞口結滿蜘蛛
網，使敵兵相信，洞內不會有人藏在裡面！這時，這位美國大兵跪下向上帝認罪悔改：
「主啊，赦免我的無知。原來對祢來說，蜘蛛網比磚牆更強大」！
是啊，甚麼才是對我們最好、會幫助我們的呢？各位，說實在話，上帝所想的，
所要賞賜給我們的，可能常常跟我們所想的不一樣。詩篇 73：25 如此說：
「除祢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沒錯，只有耶和華上帝才是
我們可愛慕的，除了上帝之外，沒有真正的福氣。單單倚靠主，我們才能得到那真正
從上帝所賞賜的產業。
二、倚靠主，上帝是福氣的供應者
英國愛丁堡有一位愛主又盡責的鞋匠，有一天教會來了一位新牧師，這位新牧師
首次來到這位鞋匠的店裡進行家庭探訪。言談之間，牧師用了一些高深的神學術語，
而鞋匠的應對也顯示出他屬靈方面的功力，確實令這位新牧師十分訝異。最後牧師對
他說：
「兄弟啊！你不應該繼續在這裡修理皮鞋當鞋匠，既然你在靈裡有這麼深厚的基
礎，從事如此世俗的工作，未免太糟蹋人才。」
這時，鞋匠請牧師收回他的話。牧師問：「收回那一句？」鞋匠說：「就是指他從
事世俗工作的那句話。」鞋匠拿起手上的一雙鞋子說：
「這是為史密斯先生的兒子所縫
製的。」史密斯先生於去年夏天過世後，他的太太即由兒子撫養。兒子每天在外努力
又辛苦的工作著。在寒冷的冬天來臨前，主感動我問我說：
「你願意為這位年輕人縫製
一雙鞋子，免得他打赤腳受凍嗎？」他回答：
「主，是的，我願意。」鞋匠相信牧師負
責講道是出於上帝的旨意，而他縫製皮鞋同樣也是出於上帝的旨意。
對阿，我們應當算計的到底是什麼呢？應該堅守的崗位又是甚麼呢？大衛說：
「耶
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大衛的意思是：「產業代表福氣，杯中的份代表快
樂」
。因為大衛知道，耶和華上帝是他福氣與快樂的供應者，所以他完全倚靠主，選擇
將上帝放在最正確的地方。弟兄姐妹，大衛確實相信，只要全心仰望耶和華上帝，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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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放在第一位，凡事以上帝為中心，如此他的心會歡喜，他的靈會快樂；他的肉身也
要安然居住。因為他相信上帝必不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他的聖者見朽壞。
三、倚靠主，祂就時常與我們同在
其實，倚靠主所得著的福氣，就是有上帝的同在。雅比斯向上帝所祈求的是：
「求
你擴張我的境界，你的手常常與我同在…」。上帝的同在，是基督教最大的信仰中心，
因為若有上帝的同在，就會有神蹟奇事發生；有上帝的同在，就有平安與喜樂跟隨著
我們。若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一切的財富、地位、學問、健康都沒有意義。箴言十六 9
說：「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沒錯，人用盡心機所得到的一
切，若沒有耶和華的祝福，都將是空的。
弟兄姐妹，在舊約時代，人對於死亡的觀點有兩種，除了肉體死亡之外，另外一
個觀點就是指：「與上帝隔離」，也就是說：「上帝的靈離開了人」。大衛求神的靈不可
離開他，因為他知道，一旦上帝的靈離開他，他就是被上帝所離棄，若沒有上帝的靈
與他同在，魔鬼撒旦的靈就會進入他的心裡。同時，大衛也不斷提醒，只要全心仰望
耶和華神，將祂放在第一位，凡事以上帝為中心，心就會歡喜，靈就會快樂；肉身也
要安然居住。因為他相信上帝必不會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
使徒行傳二 31，彼得講道之時也引用這段經文。論到耶穌基督的復活，他說：
「『他
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沒錯，耶穌基督的復活，表明祂已經勝過
死亡的權勢，因為耶穌基督的復活，使每一位倚靠上帝的人，可以向撒旦大聲宣告，
我們的生命是屬上帝的，我們的靈魂也不在牠的手中，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救我們脫離
黑暗，進入光明。弟兄姐妹，上帝所賜的福氣，有時不單單是物質上的東西，更重要
的是：祂要與我們同在。有上帝的同在，這個福氣絕對是勝過世上所有的一切。
四、認清事實、堅定依靠
有一年冬天，有一個基督徒去爬山，不小心迷了路，天黑了，寒風一陣陣吹來，
吹得他直打哆嗦，他走著走著，不小心滑了一跤跌下山谷！就在驚慌失措之時，他伸
手抓住山壁上的樹藤，整個人就這樣吊在半空中…。忽然間，他想起了他的上帝，就
開口大叫：「神阿，救我！上帝啊，救我，我現在要怎麼辦？求祢救我吧」。這時，黑
暗中一個慈祥的聲音告訴他：「孩子，快將你的手放開」。 那個人嚇一跳，就問：「你
是誰」？慈祥的聲音又說：「我是耶穌。我的孩子，快將你的手放開吧」。那人很生氣
地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我現在的處境？將手放開？我若是將手放開就會摔下去，那
麼高摔下去不摔死才怪！我不放，我死都不放，這枝樹藤是我最後的希望，我死都不
要照你的話去做」！
兩天後…，搜救大隊找到他，發現他抓著一枝樹藤死在那裡。搜救隊員交頭接耳
的說：
「唉，真可惜啊！他離地面也沒多高，為什麼不跳下來呢？一定是黑暗中看不清
自己四周的環境，還緊緊抓著樹藤，讓自己就這麼活活凍死」！
就像那位基督徒，很多時候我們也是不敢照上帝的話去做，卻是常常喜歡用自己
的方法，喜歡抓住自己認為最能救命的事物。但殊不知，上帝卻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
上帝比任何人都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
成為一個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將上帝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就像使徒保羅
一樣，以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為要得著基督，他將世間萬物都看作是糞土。弟兄
姐妹，基督徒唯一可誇口的，就是學習保羅，以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努力堅守自
己的信仰。並深切認知，唯有耶和華神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祂會
為我持守。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今天是 2020 年的第二個主日，我們不只要回想過去這一年，自己與神的關係之外，
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重新學習、認識：
『福氣的源頭就是上帝，若要得到真正的好處，就
要完全倚靠耶和華神』
。就像箴言十六章 20 節所言：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
和華的，便為有福」。求主幫助大家，在新的一年賜給我們堅定的信心，不再有驚慌、
憂悶，單單倚靠主，得到祂所賞賜種種的好處。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