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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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8/7)舉行聖餐聖禮典，服事長老如下：
第一堂捧餅：謝理明、何中亨、卓孟佑、卓啓煌、廖寶蓮
捧杯：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余燕儒、蔡文華
第二堂捧餅：楊凱成，捧杯：洪添裕
請小會員提前於 08:30 召開小會。
2. 今日為本會紅香紀念主日，由紅香教會何國誠牧師、林如珠傳道將帶領紅香
姊妹教會及以便以謝教會之長執及會友前來本會聯誼和主領兩堂禮拜，會中
做請安及報告並安排有原住民歌舞讚美。
3. 第二期三福受訓隊員共十一人，已完成第十二週課程，請兄姐提供尚未信主
或受洗的對象，方便接受探訪者，名單請交給陳牧師、蕭傳道或蔡文華長老。
此次第二期三福受訓截至 7/22 共向 28 人傳講福音，其中七人為基督徒，其餘
21 人均決志（決志率 100%）。
4. 本會青年張哲豪弟兄（敬拜讚美團團長）將於八月 4 日入伍，求主保守他在
軍中的生活，靠主平安、喜樂。
5. 恭喜邱一雄長老的公子–邱永迪弟兄考取台灣神學院神學研究所道學碩士班。
6. 本會蕭仁維傳道帶領社青及青契 7 人於 25~27 日，前往台南大灣高中舉辦「愛
很大」營會，關心弱勢及學習障礙學生，已於 27 日晚平安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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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暑期兒童營「愛在這塊土地上」訂 8 月 23~27 日 17:00~21:00 舉行，班
別：口琴班$1400、木琴班$1000、精油班$1000、超輕紙粘土班$1000~$1300、
舞蹈班$1000。請向辦公室報名。
2. 本日(7/31)成人主日學在長執會議室，內容：路加福音 12 章 13~21 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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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洪泰陽
何秋萍

胡翠峯/陳宥君
胡翠峯/蘇凱恩、張以諾

廖寶蓮
謝理明

盧金梅
林靜珍

劉雅玲
郭柿娘

高雅智
何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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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八月份第二主日後，將於一樓松年教室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詹淑靜
長老主理及信息分享，歡迎參加。
2. 八月份壽星如下：鄭純珠執事、阮淑卿姐妹、陳維順弟兄、卓榮造弟兄，
祝福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3. 會後召開委員會議，請松年團契委員務必出席。
三、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蔡串煉弟兄。
四、第二期三福訓練
1. 本週五(8/5)單元十三–招募新人，請學員背誦福音講述及邀請決志部份。
2. 本週五探訪四位，請隊長必須出來帶隊，由隊員負責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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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於 8 月 1 日(一)上午 09:00~15:00 將舉辦第三次人才
靈修增長訓練會。地點：民族路教會。主題：
「同心合一學基督謙卑服事做
忠僕系列三：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
，講師：西屯教會張仁和牧師（心理
學系、英國宣教）
，參加者請自帶環保杯、筷子。請弟兄姐妹一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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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合神心意的敬拜生活」，講員：鍾芳珮，時間：8 月 7 日 14:00，地點：
水湳基督長老教會（北屯區平德路 115 號）。
2. 台南中會新化教會訂 9 月 4 日(日)15:30 舉行第十三任牧師陳毅哲牧師、助
理牧師吳純芳牧師授職典禮暨張立夫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3. 草屯教會訂 8 月 21 日(日)15:00 舉行黃勝富牧師就第十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國姓教會訂 8 月 7 日(日)15 時舉行陳立德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第二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的學員能順利通過檢證代禱。
2. 為本會主日學「暑期兒童營」代禱。
3. 為今年學校畢業即將進入社會或高中、大學的學生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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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ê kiáⁿ, m̄ -thang khòaⁿ-khin Iâ-hô-hoa ê kéng-kài, Ia̍ h m̄ -thang
iàm-chiān I ê chek-pī. In-ūi Iâ-hô-hoa chek-pī I só͘ thiàⁿ--ê.
(Chiam-giân 3:11-12a)
我的子，呣通看輕耶和華的警戒，亦呣通厭賤伊的責備；因為耶和華責
備伊所疼者，。（箴言三:11~12a）
(華語) 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
愛的，他必責備。（箴言三:1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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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人

四

10:00~11:3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7~9/1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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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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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31(日)

8/1(一)

8/2(二)

8/3(三)

8/4(四)

8/5(五)

8/6(六)

經節

彌 1-4 章

彌 5-7 章

鴻 1-3 章

番 1-3 章

哈 1-3 章

俄，耶 1-2 章

耶 3-5 章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8/6)早上 08:10 禱告會由陳慧錦執事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胡斯」，司琴：簡安祺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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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陳祐陞

一杯涼水

馬太福音
廿五:31~46

17

74
482
507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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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祐陞

蒙福的家庭

詩篇一二八篇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8/10

陳正雄

上主走在你
前面

撒下五:17-25
撒下六:1-11

33

44、
307B、509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三:16-17
＊上週講道＊
【蒙福家庭的祕訣】
詩篇一二八篇 1~6 節
陳祐陞牧師 2016/7/24
兄弟姐妹平安：咱逐禮拜來教會敬拜上帝，與主親近，這是每一個基督徒的
本份，總是咱心中有一個渴慕，就是欲領受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賜福，上帝
很看重在他面前真正有渴慕追求的人，他也欲施恩互咱，希望咱逐遍來教會敬拜
的時，常常存這款的心來對伊求討。咱都很期待咱的家庭是「上帝賜福的家庭」，
總是事實上不一定是按呢，其實上帝設立家庭的時，伊本意是好，是欲賜福氣互
咱。
在創世紀一章 28 節” 上帝就賜福 ”在此咱會當看出上帝設立家庭的時他
的原意是欲賜福氣互咱，今天我特別選詩篇 128 篇與咱來探討一個問題，咱都很
希望咱的家庭是一個蒙上帝賜福，幸福美滿的家庭，總是咱要怎樣做才能得到？
這個祕訣是在佐位？
詩篇 120~134 是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每年三大節，除酵節、收割節、住棚節回
到耶路撒冷聖殿朝拜時在沿路吟唱的詩歌，這些詩歌都很短，但對他們的信仰非
常重要。特別是 127、128 是家庭欲按怎樣得到上帝的賜福。詩 128 篇在和合本聖
經主題是”敬畏耶和華，遵行其道者有福氣”台語漢字本主題”順趁耶和華的報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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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詩中有四種福氣的表達方式：1.有福 2.享福 3.蒙福 4.賜福。
家庭欲按怎才會得到上帝的賜福，這個祕訣在第一節，在這說”見若敬畏耶
和華行佇伊的路的，彼號人有福氣”。什麼叫做敬畏耶和華？就是用上帝做咱生
命的中心，家庭的中心，完全順服忠心佇伊的約的人。就是謙卑與上帝相及行，
行在伊道路的人，這叫做敬畏耶和華。因為咱所敬拜的上帝是創造宇宙的大主宰，
是一個賜福氣的上帝，所以當咱與他同行的時，咱就欲得到保護，他欲賜福互咱。
你可以想像一幅圖一個小漢囝仔牽老父的手在行路，這個囝仔有安全嗎？很美的
一幅圖，所以與主同行的人是最有福氣的人。
有什麼福氣？第一種的福氣在 2v”你欲食你的手著磨所得到的”。在此是按
怎詩人特別提起「食你的手著磨所得到的」是一種的福氣？因為人打拚所得到的
有時不一定享受會到，有時也會遇到天災或人禍。台灣作食（農）人最害怕是遇
到水災，颱風（水太多水災，沒水旱災）
；另外還有蟲災，一般蟲咬以外，蝗蟲是
西方農民最怕的，我不知咱是不是有看過蝗蟲的記錄片，整片飛來看無日頭息佇
在農作物上吃麥、高粱，親像約珥書一:4 所寫”剪蟲吃剩的蝗蟲吃，蝗蟲吃剩的
蝻子來吃，蝻子吃剩的螞蚱來吃”。作食人的辛苦歸佇空空，這是天災。人禍是
什麼？因為詩人看到過去他們的列祖離開上帝，上帝就互他們在收割的時，對敵
來將他們的收成攏搶去，士師記六章有說起”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歹的代
誌，耶和華就將他們交佇米甸手中，米甸人、亞瑪力人，東方人就起來攻打他們，
破壞搶去他們的收成”。以色列人有撒種、耕作、流汗、著磨總是到欲收成的時，
這些對敵就來搶去他們的收成，有著磨，總是吃不到。所以詩人在此說喫你的手
著磨所得到的是一種的享福。
第二種的福氣，2v”你欲享福，事事亨通”兄弟姐妹在你日常生活中，每一
項代誌攏很順利，咱說事事亨通，有時咱替人祝福也會用這句”祝你諸事順利”
萬事順利的意思即是事事亨通，有時一天有四、五項計劃要進行，結果逐項代誌
都照計劃來完成，這就是事事亨通，事事亨通對咱來說也是一種的福氣，所以詩
人在 2v 說”你欲吃你的手著磨所得到的，你欲享福，事事亨通”。
第三種的福氣在 3v 敬畏耶和華的人欲按怎”你的某在你厝的房內，親像結多
多果子的葡萄樹。”美國加州沙迦緬度附近的，Napa 及 Soloma 這二座山谷是美國
葡萄出產最多，當地酒廠有 200~300 間，我每次去美國探親時，都會去走一趟。
一棵葡萄樹老欉可以生出很多的分枝，每一分枝都生許多葡萄，分枝有的時在圍
牆上，有的鐵絲架，可以延生到 100 公尺之外，有很強的生命力。你的某在你厝
的房，親像結多多果子的葡萄樹，什麼意思？以前農業社會多子多孫是一種的福
氣，所以以前人一生就是 6 個、8 個、10 人也有生一打的。台灣初代教會傳道人
吳葛傳道師，老父是東港塩埔仔初代信徒，吳葛 19 歲受洗，後來到旗後受宣教師
李庥牧師栽培，21 歲受派到東港做傳道。當時東港有一位小姐叫邱氏銀，適婚年
齡媒人拿生辰八字去算命，沒算沒代誌，一算才知命中剪刀柄鐵掃帚，就是剋夫、
剋子，媒人將算命冊拿回去互邱氏銀的老父看，說恁女兒對方不敢娶。這代誌一
出去，整個東港人攏知，連教會也知。吳葛傳道聽到這事，私下跑去看那位小姐
長得很標緻，別人不敢娶，我來娶，”他父親苦勸他不要”最後他終於把邱銀娶
入門，整個東港人攏說”唉呀！這個落教的呣驚死”。結婚以後大家睜大眼睛在
看，看會生嗎？半年後肚子開始大起來了，生第一個親像一尾龍叫吳臥龍，後來
當醫生，又生第二個吳希榮（當牧師），續落去生希揚（當醫生），第四男生，他
對上帝說：神啊，讓我能克制自己，叫吳克己。第五個生到 ma-se,ma-se，吳媽希
（Dr）。全東港人都在看，說奇怪，無打損半個，一個比一個猛勇，吳葛傳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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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愈有氣力，上帝賜福互他生湠多多，生到最後他給上帝說”上帝啊！可以啦”
六男吳可以，可以出來沒多久又有身子了，”上帝啊，有夠啦”七男叫吳可足，
上帝啊可以免啦，八男叫吳可免，這可以、可足、可免三個攏是實業家，最後上
帝閣賜福一個，九個男孩有昌盛嗎？叫吳昌盛是日本東京青山神學院畢業。男孩 9
個，女兒 7 個，長女嫁牧師，三個嫁醫生，二個嫁實業家，一個沒嫁，上帝祝福
這 16 個攏活得好好的，子孫中，醫生、牧師、老師、工程師、實業家，其中一個
孫是馬偕醫院做過院長，
（三女兒吳上忍長老是謝緯牧師的母親）
。親像聖經所說”
你的某在你厝的房內，親像結多多果子的葡萄樹”。
第四種的福氣 3v 後段”你的子圍纍你的桌，親像橄欖樹栽”。就是全家作伙
吃晚餐。以前農業社會，日時父親去園、田裡作食，囝仔去學校讀冊，母親在家
中養雞、豬，作家事，晚上父親從田裡回來，母親飯菜已準備好，孩子課題寫好
了，全家圍在桌邊吃飯，父親先帶飯前禱告，吃飯時是一種分享快樂、溝通、改
解問題的時間。兄弟姐妹，這是幅很美、很溫暖幸福的圖，咱的家庭是不是有按
樣？今天有許多家庭不是這樣，父親要工作賺錢，一早出去上班，晚上應酬，幾
點回來也不知，太太若是在上班的回來也不曾煮，囝仔下課回來，就躲在房打電
腦，在家庭中間，沒圍繞坐桌，分享，親情交流的時間。
兄弟姐妹，在咱的家庭能夠全家圍繞在餐桌吃飯，老父帶領禱告真正是一種
的福氣。在 2007 年教會公報 2893 期刊登過一篇「小村子裡的醫生世家」文章中
提起住在南投松柏坑附近劉敬成長老的家庭出 15 個醫生，生四女二男，二個兒子
是醫生，一個女兒是醫生，三個是藥劑師，四個女婿三人是醫生，孫子中有六個
讀醫科，所以當地村民都說他們是互耶穌「致蔭」
，劉長老說是上帝賜福的，是通
過「家庭祭壇」來蒙福的。他說他夫婦也沒讀多少書，也不知欲怎樣管教孩子，
當孩子還小漢時，每天晚上忙完，孩子們功課作完，就是他們家庭禮拜的時間，
透過唱詩、讀聖經，從小漢就將信仰釘根在他們的心靈上，有問題提出來，有困
難大家作伙禱告，因為這樣這些孩子大漢出外讀冊，就職、結婚，父母不必為他
煩惱，因為遇到問題他們自己會曉找上帝，倚靠上帝。他說在山上也無補習班，
但這些孩子都很認真，不要輸人，女兒讀山上三光國中（兩光加一光）沒補習竟
然考上台中女中，所以一些南投市國中老師都跑來請教他們。到 2016 年子孫中已
超過 21~22 人當醫生。
我真期待咱教會兄弟姐妹，禮拜日將恁的囝仔，孫子送到教會上主日學，平
時在厝內起造家庭祭壇，有家庭禮拜，要記得這一個「永遠不會太慢」
。詩人說出
這幾種福氣後，在 4v 他做出一個非常肯定的結論，”看啊！敬畏耶和華的人的確
欲按呢得到福氣。”親愛的兄弟姐妹，你有要你的家庭得到上帝賜福嗎？祕訣即
是在此，敬畏耶和華，行在其道路。5v”耶和華欲對錫安賜福你！你一生欲看見
耶路撒冷的福氣！”這首詩是上行（崎）的詩，老父帶領全家成員從遠處回到耶
路撒冷，到山頂的聖殿來敬拜上帝，是一種家庭很和睦、團結的表現，老父在家
庭中扮演一種很重要的角色，教導兒女敬畏、順服並讓兒女知道生命的意義。在
朝拜完，聖殿的祭司會用民數記六:24~26 的話來祝福這些以色列百姓”願耶和華
賜福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
你，賞賜你平安”。錫安即是耶路撒冷上帝的聖殿，即是今天的教會，通過敬拜
與服事上帝就對此來賜福你的家庭。
最後在 6v”你欲看見你的子的子，願平安歸於以色列”。就是你欲蒙福長壽，
不止你自己蒙福，連你的兒孫也欲全家蒙福。盼望通過詩篇 128 篇早上的信息，
互咱知蒙福的祕訣即是從「敬畏耶和華，行佇伊的路的人」來開始，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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