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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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8/18)是「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由陳正雄牧師主禮一、二堂禮拜。
2. ★請各團契、機構推薦執事候選人，名單於 8 月底前提供給代議長老–楊凱成。
3. ★恭喜本會青年–賴承昊考取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映伶考取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楊君贊考取義守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張碩恩於明日入伍當兵，
請兄姐代禱。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8/1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松年團契本日(8/11)第一堂禮拜後，將於 1F 松年教室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
詹淑靜長老主理。會中邀請吳子弼醫師專題演講：「心靈健康–生活智慧」，歡迎
踴躍參加。例會後舉行慶生會，8 月份壽星如下：鄭純珠姐、阮淑卿姐、洪碧華
姐、李吳綉鳳姐、陳維順兄、卓榮造兄、許萬興兄等。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
髮為老年人的尊榮】（箴言二十:29）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下週主日(8/18)禮拜後舉行 8 月份例會，司會：王惠玲執事，主理：吳子弼醫師，
主題：「保青春、防老、健身、醫學、運動方法」。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潘俊任兄、邱一雄長老、羅寶珠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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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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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松年部第三區舉行靈性健康講座，時間：9 月 10 日(二)09:30，地點：
民族路教會，費用 100 元(附午餐)，9 月 1 日(日)截止，請向松年團契林政義長
老報名。
2. 台中中會松年部慶祝成立 40 週年，特舉辦聖經講座，敬請教會兄姐踴躍參加。
日期：8 月 17 日(六)09:00～12:00，地點：忠孝路教會，講師：金京來博士(以
色列希伯來大學經文對比博士)，講題：「上帝子女整全的健康」。
3.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4. 龍井教會訂 8 月 18 日(日)15:00 假沙鹿教會舉行「林立健牧師就任第六任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柳原恩典兒童合唱團 2019 年 8 月 24 日招募新生順利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邱一雄長老、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羅寶珠姐、張高端姐、
劉芸溎姐。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sı̍ t-sı̍ t kā lín kóng, Chı̍ t lia̍ p be̍ h bô lo̍ h tī tōe-nı̍ h lâi sí, chiū iû-goân chı̍ t lia̍ p
nā-tiāⁿ; sí, chiū kiat-sı̍ t chōe-chōe.（Iok-hān12:24）
(台語)我實實給恁講，一粒麥無落佇地裡來死，就猶原一粒若定，死，就結實多多。
(約翰 12:24)
(華語)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 12:24)
＊下週金句＊
箴言 9:10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 08:10 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
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8/17)早禱會由林玉山執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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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5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8 月休息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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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11(日)

8/12(一)

8/13(二)

8/14(三)

8/15(四)

8/16(五)

8/17(六)

經節

賽 32-35

賽 36-39

賽 40-41

賽 42-44

賽 45-57

賽 48-49

賽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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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

陳正雄

在故事中看到
自己

路加
十:25--37

36

113
547
402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18

陳正雄

在故事中看到
自己

路加
十:25--3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8/21

耿明德

站穩腳步，
進入世界

太十:40~42

17

279、552、392

同上

＊上週講道＊
【對老父的愛】

申五:16、弗六:1~3

陳祐陞牧師 2019/8/4

今天是慶祝爸爸節的禮拜，咱這幾年每年在父親節時都唱一首「父親的祈禱」
，這
首歌曲歌詞是根據麥克阿瑟將軍為他子兒祈禱文來改編，是一個父親為著他的兒子的
祈禱，較不是用兒女的口氣來感謝老父的詩歌。其實幾個月前我就在找一首用兒女口
氣、感謝、謳咾老父且適合在禮拜中來唱的詩歌，但是找不到，母親節的歌就很多。
或許是老父與老母的角色比較起來，母親的愛較偉大，要謳咾父親不知從那裡來說起，
例如有一首母親節的歌「母親像月亮一樣」
，如果母親像月亮一樣，父親可以說是像太
陽一樣？我看不一定，有人說父親是像冰箱內的小燈泡，只有想吃東西打開冰箱時才
看的到，不像月亮掛在天上那麼明顯又光明，若是這樣父親的角色到底是親像什麼？
在此我用二字來形容老父在家中的角色。第一字老父親像一棵大欉的長青樹，不怕風
雨，犧牲自己保護兒女。第二是父親是家中的桶箍，同時也是擔任丈夫的角色。丈夫
英文 husband 是用 house、band 兩字組成，是厝的桶箍，就是老父在家中的角色是要
把家庭箍互好勢，有擔當，使妻兒有安全感。親像咱古昔用的水桶是用桶箍將一片一
片木板圈起來，一滴水也不會漏。所以若用這個角度來看，可能較適當、較讓人認同，
也可以了解老父偉大的所在。
老父若親像長青樹或桶箍，老父在家庭中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西方的父親對兒女
的愛較會用肢體語言來表達，見面時會擁抱一下，東方父親對兒女的愛較隱藏的，但
是當兒女需要時，親近他的時候，就會發現，親像冰箱內的小燈泡平時不發光，只有
在你想要吃東西，有需要的時，它才會發光，今天禮拜中我要說二個重點：一、老父
對兒女除了愛以外，一定要管教。二、兒女要孝敬老父，這是上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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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必需負起管教的責任
有一個教會青年通過汽車駕照考試，每天一有時間就想要開車出去，而且
每次都開得很快，父親常常會唸他：
「剛剛學會駕駛，不要開那麼快，會很危險。」
但他還是照常開快車，父親只好嚴格規定，沒經過父親同意，不准他開車出去，
但他還是常常趁父母不在時，開母親的車子去兜風。有一天他又趁父母不在時，
開著母親的車子去濱海公路。那天來往的人車較少，他開得很快，但沒想到為
了閃避一隻野狗，一時緊張，車子撞上海邊的山壁，整輛車頭稀爛，幸好人沒
有受傷，當他打電話回家報告出事的情形，他本以為父親會大發脾氣責備他，
沒想到父親在電話中沒半句責備的話，只有說一句「感謝上帝」
。當他父親來到
現場，還沒看車就先問兒子「有沒有受傷？身體哪裡會痛嗎？有沒有受驚嚇？」
當他們回家時，這個父親還把自己汽車鑰匙交給兒子，讓他開回家，自己坐在
旁邊，一路上表現出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與信任。
回到家中，這個兒子深受感動也好奇的對父親說：
「父親我對不起你，我把
車子撞壞了，你為何一句話都沒責備我？」父親回答說：
「我平時責備你是怕你
受傷，不是怕車子撞壞，今天出事車子撞壞了，但是你沒有受傷，我只有感謝
上帝，而且經過這次的事故，你已經學會以後要如何開車，我也不需要再責備
你了。」從那天起，這個青年變成很懂事和成熟的青年，也不再讓父母操心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父親愛的特色，平時是看不出來也不太容易瞭解，但當危
急時，當兒子需要父親時，父親的愛就表現出來。
箴言是聖經裡面希伯來智慧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中心思想就是「敬畏
耶和華是智識的根本，目的是欲教導下一代處世的原則，道德規範及生活教訓。」
從一:8~九:18 是一段老父用愛心，很誠懇對兒子教導的話，一共出現 15 次「我
的子啊」，4 次「恁諸個子啊」，我的子啊著怎樣，不可怎樣，一個老父的行為
及所說的話，欲影響兒女到一世人，盼望在座每一位老父會曉用本身的行踏及
聖經的教示，來互咱的後代一世人行在四正的路。
二、兒女要孝敬父母，這是上帝的命令。在猶太人曾有一個故事，有一天，
一個客人來到一間珠寶店要買一塊紅寶石，為著耶路撒冷大祭司就任式外袍裝
飾用。這位顧客挑選了許多貨色後，沒有一塊滿意的，就問這位年青老闆，有
沒有其它更好的寶石？老闆回答：
「有，我收藏在屋裡沒有擺出來，請等一下，
我進去拿給你看。」這位老闆進去一下子很快就出來，向顧客道歉說：
「我把上
好的寶石(鎖)放在我父親的房間，他正在午睡，不方便吵醒他，可否請你較晚再
來好嗎？」這位顧客很不高興對他說：
「我急著要買寶石，你只要叫醒你父親，
就有錢賺，你的頭殼為何如此硬！」此時老闆回答說：
「我的父親年紀大身體不
好，每天需要午睡，我剛進入看他睡得很落眠，我愛我的父親，他對我的重要
性贏過賣你紅寶石所能賺的錢，請你諒解。」這位顧客沒有買到寶石很不高興，
回去後把這件事請向大祭司報告，這位大祭司聽完，不但沒生氣，反而稱讚這
位年青的老闆是一位真正會曉敬愛父親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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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對咱有什麼啓示，咱做兒女的對父親的態度應該如何？今天咱常
常在電視、報紙看到一些做兒女的常常怪老父沒互受很好的教育，創業時沒
幫助，分財產不公平，對父親有許多的指責及怨言，因為這樣，今天他都比
別人差，所以當父母年老時，不盡本份服事父母，甚至丟下父母，莫不關心，
這不是基督徒應該有的態度。聖經十條誡前四條誡命是人與上帝的關係，對第
五條開始是人與人的關係，第五條誡怎樣說？「當孝敬你的老父，你的老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的上帝所賞賜你的地，得到久長。」在人與人關係中
間，上帝用孝敬父母為最重要的一條誡命。另外在以弗所六:13「做子兒的，恁
踮佇主著順趁恁的父母，因為這是應該的，著尊敬你的父母，這是頭一條有含
應允的誡，欲互你亨通，長歲壽佇世間。」
今天是咱教會慶祝父親節的日子，在此我欲勸咱所有做兒女的，對父親要
多一分愛，關心、瞭解，更加要尊敬老父，因為如果咱對看得見的父親都不能
尊敬，要怎樣去尊敬在天上那位看不見的老父，願主施恩互咱，能遵守主互咱
的誡命，也願咱中間做父親的，會曉將恁的兒孫帶到上帝面前，全家歸主。此
時，請在座每位父親站起來，牧師要為恁祝福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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