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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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是「台中大專事工奉獻主日」，由蔡恆偉傳道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今年緬甸事工關懷團 5 人（陳祐陞、何中亨、余燕儒、劉美緻、廖寶蓮）於 18 日
出發，22 日回台，此行除關懷東尼學生中心、以便以謝柳原孤兒院、彩虹屋幼兒
事工外，並將討論緬甸海外宣教事工中期計劃。願主保守一路平安。
3. 2018 年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4. 今年 4~6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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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理明長老）
本日(5/19)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在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詩篇 148 篇。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誠摯邀請姐妹們的加入，有知性分享、創意 DIY、預防保健、見證分享、靈修之旅…
婦女團契：每月第三主日 10:30~11:30
頌聲合唱團：禮拜後練歌 10:20~10:40，於第三主日獻詩。
2. 本日(5/19)舉行五月份月例會+第二季慶生會。
司會：盧金梅，主理：羅寶玉，主題：
「飄粽香、傳粽心、包粽情、香包-DIY」
。
3. 頌聲合唱團本週(5/19)練歌暫停一次。
三、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本月下次練唱時間：5 月 25 日(六)15:30~17:00，地點：2F 練唱室。
四、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要聚會了！
時間：5 月 26 日(日)下午 1 時開始。主題：
「Agapas vs Phileo」
，
經文：羅馬書 1 章 16-20 節，題目：甚麼是「你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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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賴明榮、林恩仲。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9 暑期聖經攻略營–路得記」
，時間：7 月 8 日~11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
院，費用：2500 元（5/31 前享早鳥價 2000 元）。對象：(1)學生組：小四~高三
應屆畢業生，(2)門徒組：大專、社青。網路報名系統 https://bit.ly/2HR1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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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中會庶務部辦理教會庶務檢討與行政數位化推行訓練會，時間：5 月 25 日
(六)09:00~12:00，地點：烏日教會，費用：200 元/人。5 月 21 日前向辦公室報名。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5 月 19 日 14:00~17:00，地點：向上
教會，內容：「與時俱進．回應挑戰–當代改革宗傳統再思」，費用：200 元/人
（含講義、晚餐）。請向宣道委員會洪添裕長老報名。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6 月 15 日(六)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尋愛~系列 2】，
地點：彰化~卦山月園（彰化市卦山路 23 號）
，費用：900 元，報名請搜尋 Line
ID：cjhung0130 洪秀貞組長。
＊代禱事項＊
1. 為五月 18~22 日關懷緬甸宣教關懷事工代禱。
2.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14~7/12）代禱（目前已有 13 人報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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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何宗霖兄、蔡志雄兄、
羅寶珠姐。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sı̍ t-chāi kā lín kóng, Hoān-nā sêng-chiap Siōng-tè ê kok bô chhin-chhiūⁿ
sòe-kiáⁿ ê, koat-toàn bōe tit thang jı̍ p-khì.（Lō-ka 18:17）
(台語) 我實在給恁講，凡若承接上帝的國，無親像細子的，決斷得通入去。
(路加 18:17)
(華語)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路加 18:17)
＊下週金句＊
詩篇 57:9~10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下次(5/25)早禱會由程玉珍執事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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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日)

詩
78 篇
＊週間聚會＊
經節

5/20(一)

5/21(二)

5/22(三)

5/23(四)

5/24(五)

5/25(六)

詩
79-80 篇

詩
81-83 篇

詩
84-85 篇

詩
86-88 篇

詩
89 篇

詩
90-91 篇
上週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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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9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7 人

1 樓松年會館

2

2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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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4
373
398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5/26

耿明德

舊身軀新眼光

太六:22~23
林後四:16~18
林後五:17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26

耿明德

舊身軀新眼光

太六:22~23
林後四:16~18
林後五: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29

陳正雄

瞧！你的兒子

約十九:25-27
王上三:16-27

60

426，546，400

同上

＊上週講道＊
【老母留給兒女的禮物】

提後一:1~7

陳祐陞牧師 2019/5/12

今天是母親節，代先向現場所有做媽媽的說恭喜，願主保守恁有健康的身體，有
智慧治理家庭，閣將信仰傳承佇恁的子兒孫。互因為你來得到上帝的賜福。
在北美國東海岸西維吉尼亞州有一小鎮 Welbersta 有一間 Graffon 教會，教會裡一
個熱心的主日學老師叫 Ann Reeves，她出生於 1864 年，家境很好，在那間教會教主
日學 26 年久。有一天她用十誡中第五誡「當孝敬你的老父、老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的上帝所賞賜你的地，得到長久。」對主日學學生上課教他們孝敬父母，當時她
女兒 Anna 也在其中，且深受感動。Ann 在 1905.5.9 41 歲時生病去逝，在她別逝一週
年時，教會為紀念她的辛苦，對主日學的貢獻，有舉行一場追思禮拜，因為 Ann 生前
很愛花，她女兒 Anna 準備一箱白色的康乃馨來思念她母親，互大家掛在胸前。用這
朵花來代表母愛的純真、熱誠、耐心、勞苦、永遠不變的愛，這是是在母親節別康乃
馨的由來。Anna 說：老母受最多的苦，所得到的報答卻是最少的。
後來她寄信互當時老羅斯福總統、各州州長、馬克吐溫、洛克斐勒這些名人，得
到他們的支持，在 1914 年由美國 Alabama 州眾議員提案，這個議案得到美國參眾議
會 163 名議員投票通過，訂出每年五月第二個禮拜日為美國母親節，經過美國 28 任總
統 Wilson 簽署公佈此案。
在 1920 年全世界有 43 個國家也用這日來慶祝母親節，咱台灣是從 1953 年(民國
42 年)開始實施，到今天全世界國家已經都用五月第二個禮拜日做母親節。每年母親
節胸前都要別一朵康乃馨，這是 Anna 的母親最愛的一種花，紅色代表老母還健在，
白色代表老母已經別世，無論紅色或白色，母親的愛永遠 消失，永遠互兒女思念，
因為老母的愛是對上帝來的，當咱在思念老愛的時候，也等於在思念上帝的愛，所以
有人說「老母是代表上帝在世間扮演疼咱的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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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母親節我要從聖經來介紹二位母親，即是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及外祖母羅
以。在聖經中有許多偉大的母親，如摩西的母親約基別，撒母耳的母親哈拿，耶穌的
母親馬利亞，這些老母對的子兒在信仰上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常說「搖動搖籃的
手要搖動全世界」
，一個偉大人物的背後必定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提摩太的母親即是一
個例子。
羅以與友妮基這兩人名在聖經中記作伙，並不是因為是母女的關係，乃是因為
對上帝忠實的信仰與對聖經的認識，更加最重要的是兩人共同關心提摩太的信
仰，兩人的名在聖經僅有出現一次，但的名欲永遠留在基督教教會史上面，在使
徒保羅的心中，這兩位婦女留互他很深刻的印象與尊敬。
主後 67 年保羅從羅馬寄到提摩太最後的批信中他說「想到你心內無假的信，此個
信是代先踮佇你的外媽羅以及你的老母友妮基，我深信這個信也是踮佇你。」保羅最
後是在尼錄王做羅馬皇帝時受掠關在羅馬，在等待處死以前寫信互這位他所疼的子提
摩太，保羅心中切切盼望能夠再見到這位他所疼的忠心同工最後一面，他深知他自己
肉體生命在世間不久即將結束，但他相信通過提摩太傳福音的事工能繼續下去。保羅
是主後 47 年第二次旅行傳道之時來到路司得，在遐傳福音之時第一次見到提摩太，保
羅一開始就注意到提摩太品格及他敬畏神的生活。他也發現提摩太在當地信徒中間有
好的名聲，保羅認為親像提摩太這種信徒只要再加上適當的造就與訓練，就可以在傳
福音上成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因為提摩太從小就有接受他老母及外媽聖經的教導。
提摩太在信仰上的教導並非從保羅開始，是佇他小漢時羅以及友妮基對他的訓練，保
羅只不過是在別人撒種的土地中來收割。提摩太名字在希臘語是「敬畏神的人」這個
名字可能是伊的猶太籍的老母–友妮基替他取的名，因為友妮基先生是外邦人。羅以與
友妮基並不是用中立的方式來教導提摩太，就是等待囝仔大漢才自己做信仰的選擇，
也沒因為提摩太還小，等他大漢明白事理以後才開始教導他，用這個做理由來拖延
對提摩太的宗教教育，這點很重要，我再說一次，有一些父母掠做囝仔還小漢，有宗
教自由，互他大漢才自己決定宗教信仰，而且小漢要讀書沒時間，卡大漢才帶他來教
會。兄弟姐妹，你若曾在生命中經驗到這位生命主宰是一切福氣源頭的上帝，你若曾
經歷過這位上帝是活活的上帝是可信任的上帝，祂一路引導你、在保守你，你為何不
要現在在你的兒子還小漢的時，就將這個神介紹互你的小子。我用一個例說明卡清楚，
有二區田，一區是肥又美又沒雜草、石頭的田，另外一區是寒貧、刺帕雜草生滿又有
石頭的田，你要將你的種子撒在哪一區？你說我互種子自己決定，你為什麼不趁早將
種子撒在那區肥又美的田，我曾看過許多做父母的在  囝仔小漢的時沒注重宗教教
育，到囝仔大漢離開教會時才在彼痛心，真正是這樣。提摩太的老母、外媽在他小漢
就找機會用聖經的教示來教導他，用的信心表現在日常生活，又將聖經的教示實行
出來，因為這樣，幫助提摩太也決定了他成長後的品格。
當然這兩位婦人可能只知道聖經舊約的內容，並不清楚了解那位盼望期待久
久的彌賽亞已經用拿撒勒人耶穌的身份來出世，而且互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死，三日
又活，祂有贖罪的大能，不知道這些，但通過保羅所傳講的信息，互更加明白，
會當將聖經舊約猶太教信仰與新約耶穌基督連結起來，只有相信基督的人才能更加接
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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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保羅來到路司得傳教以前，上帝已經應驗了以賽亞先知耶穌基督欲出世的
預言。上帝的話決斷不收回，必然欲成就所定著的事。友尼基的子，羅以的外孫，提
摩太成為保羅「在主內的兒子」
，藉著福音在耶穌基督裡保羅成為提摩太屬靈的父親，
是因為提摩太母親及外媽，在小漢提摩太的心中撒落真理的種子，又藉著保羅的教導，
最後互提摩太成為上帝重用的工人，箴言廿二:6 教養囝仔，著用合宜的法就伊到老也
無歪泏。提摩太也一直成為保羅的同工，直到保羅離開世間，保羅寫互提摩太的批信
中，要提摩太來羅馬可在他離開世間以前來陪伴他，對這點可以看出二人中間有親
像父子那款的親情。
友妮基及羅以原本並不知上帝在提摩太身上有偉大的計劃，親像奧古斯丁的老母
Monica 也不知他的子後來會當成為偉大的聖奧古斯丁，他的正統神學論從第 5~10 世
紀中影響整個西歐基督教會，一個原本是放蕩敗壞的奧古斯丁，因為他老母為他每天
流目屎禱告 30 年久，上帝有聽她的禱告。葛理翰牧師的老母也沒想到上帝藉著他的兒
子所做的事工，拯救了幾十萬人的靈魂，對那些盡忠信靠的老母，上帝互的兒子料
想不到的成就與歡喜，因為有將最寶貴的信仰，最大的禮物來留互的兒女。
1987 年我因為工作關係搬到台南，在東門教會禮拜，有一個兄弟一年來教會只有
幾次，過年、母親節、聖誕節的聚餐，成為一個第四代的基督徒信仰好親像欲熄去了，
他的老母也是每日為這個兒子禱告，後來經過家庭團契的關心，引導他回來教會，參
加聖歌隊服事，欲熄的燈火又點燃起來，在他老母別逝以前，受選為執事，她母親說
這是她最歡喜也是最安慰的一件代誌。
今天是母親節除了代表教會向在座每一位媽媽說恭喜，也願上帝保守恁有健康的
身體，有智慧治理家庭，有平安、有喜樂。但是也請恁不可忘記，恁欲留落什麼禮物
互恁的兒孫？羅以與友妮基這二位住在小亞細亞沒人會注目的婦人，因為有將正
確的信仰態度與聖經的教示來教導提摩太，有為提摩太日夜祈禱，互提摩太成為初
代外邦教會中傑出的傳教者。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能夠在讀經中來遇到羅以與友妮
基，願上帝幫助咱每一位做老母的能夠對羅以與友妮基身上有所學習，將恁最寶貴的
禮物（信仰）留互恁的兒女，此時請在座中的每一位母親站起來，牧師為你們祝福禱
告。
為教會母親的禱告文
親愛的主，此時站在你面前的是阮教會中受你交託做老母的，或許中間有人兒
女已經大漢，有人兒女猶在成長中需要父母的照顧，在這屬老母的節日，求主賞賜這
些媽媽，有聰明的智慧，加添的氣力，又有健康的身體來做一個盡責的老母，盡你
所交託互的責任，將最大的禮物–信仰留落佇兒子孫上面，也願主賜福在的家
庭。祈禱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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