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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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由中清教會吳炳正牧師前來本會主禮一、二堂禮拜，並為建堂募款。請
大家關心。
2. 本日(11/6)10:45 召開長執會及小會。
3. 11 月 27 日感恩節舉行洗禮聖禮典，請欲接受小兒、成人洗禮、堅信禮及外教
派會籍轉入的兄姐，至辦公室填寫申請表。
4. 11 月 1 日(二)台中中會在蒙恩教會召開第 86 屆冬季議會並改選 87 屆中會幹
部。議長：王福祥牧師，副議長：周嶸牧師，書記：陳伯源牧師，副書記：
謝大舜牧師。
5. 11 月 13 日下午 2 時在本會召開十字園兩會（柳原、民族路）長執聯席會，請
受派長執準時參加。
6. 今日第一堂禮拜中將頒發 2015 學年下學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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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6 章 20~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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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何秋萍
何秋萍

胡翠峯/洪予恩
胡翠峯/洪予恩

謝理明
劉雅玲/潘哲雄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何秋萍
何秋萍

11/13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選出 2017 年度會長：葉美玲，副會長：羅寶玉，委員：陳佳萍、盧金梅、
王美莉、朱昌美、顏美玲、程玉珍、賴麗月、郭紫筠、黃金鈺。
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5 學年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
高中職：張瑄樵、陳維理、陳楚云。
大專院校：王苡蓁、蘇凱琳、何建凱、張洸郡、賴芝亦、張碩恩、張哲豪、
胡爾郁。
四、聖歌隊（隊長：張榮璋弟兄）
1. 聖歌隊上週選出 2017 年度隊長與副隊長，隊長：余燕儒長老，副隊長：
高雅智，上帝揀選，保守賜福。
2. 聖誕節即將到來，聖歌隊於禮拜後留下來加緊練習歌曲。
五、少年團契（會長：陳維理同學）
少年團契於年會中舉行會長選舉，由江泓汎同學當選 2017 年度少年團契會
長，願上帝看顧保守祝福，使其在服事及生活上都有好的見證。
六、青年團契（會長：顏姿叡姐妹）
青年團契於年會中舉行會長選舉，由張哲豪當選 2017 年度青年團契會長，願
上帝引導帶領，祝福並紀念這份願意甘心樂意擺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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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敬拜讚美團（團長：張哲豪弟兄）
2017 年度團長：謝仁維。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1 月 9 日(三)活動一日遊如下：新埔金漢柿餅教育農園→關西金勇休閒農場
（有蕃茄聯合國之稱）→福站客家料理→新竹內灣。出發時間：08:00 教會準
時出發。請兄姐為這次的活動代禱。
九、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11 月份第二主日禮拜後松年團契例會與慶生會，例會中特邀請程玉珍中醫
師主理健康講座，請兄姐踴躍參加。
2. 原本 10 月份的壽星們的慶生會將與 11 月份的壽星們合併慶祝。
3. 10 月壽星名單如下：陳重輝弟兄、許月娥姐妹、施碧珍姐妹、許秦玉姐妹、
潘哲雄長老、楊蘇英妹長老等。11 月份的壽星名單：王啓明長老、尤芳美
姐妹、許湯秀長老娘，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4. 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
(1)日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3)敬老：80 歲至 89 歲、90 歲至 99 歲及 100 歲以上三組，
(4)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55 年……每隔 5 年慶賀一次，
(5)以上敬老與慶婚對象以各教會團契會員為限。
(6)費用：每名 400 元，現任及退休傳教師本人免費，應於報名表註明。
(7)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 月 28 日(一)止。逾期不予受理。
(8)請向徐澄榮執事報名。
5.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 11 月 15~16 日秋季靈修旅遊的兄姐，請於 11 月 15
日早上 7 點 20 分集合於教會前，早點請自備。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事工部訂 11 月 12 日(六)09:00~12:00 舉辦「緊急災難
應變小組」訓練，地點：烏日教會。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11 月 19 日 09:00 於柳原教會舉行第 27 屆會員大會。
3.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11 月 19 日(六)08:45~12:00 舉辦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
地點：柳原教會。
4. 「門徒營晚會–尋誰啓事」，時間：11 月 19 日(六)18:15，地點：台中忠孝
路教會（東區忠孝路 288 號）。講員：林鴻信老師（台神系統神學教授）。
5. 萬民教會訂 11 月 20 日(日)15 點舉行開設禮拜暨牧師黃雅恩就任為開拓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11 月 27 日感恩節禮拜中有更多人願意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2. 為本月中各團契、機構舉行年會，改選幹部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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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敏川牧師、林南兄、陳榮美姐、謝月仔姐、王曾寶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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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To̍ k-to̍ k óa-khò Iâ-hô-hoa--ê beh tit-tio̍ h sin ê khùi-la̍t; in beh

chhin-chhiūⁿ eng-chiáu thí-sı̍ t pe-koâiⁿ; in cháu, ia̍h bô ià; kiâⁿ ia̍h
bô siān. (I-sài-a 四十:31)
獨獨倚靠耶和華者欲得著新的氣力。 欲親像鷹鳥展翅飛高； 走亦無
厭，行亦無倦（以賽亞四十:31）
(華語)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以賽亞四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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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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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0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11/12)早上 08:10 禱告會由謝理明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麥其尼」，司琴：陳慧錦執事。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6(日)

11/7(一)

11/8(二)

11/9(三)

11/10(四)

11/11(五)

11/12(六)

經節

約 7-10 章

約 11-13 章

約 14-17 章

約 18-21 章

徒 1-2 章

徒 3-5 章

徒 6-9 章

＊下週金句＊
以賽亞書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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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A
305
513

新的誡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13

陳祐陞

感恩與奉獻

歷代志下
31:2~11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13

胡翠峯

守紀律的
屬靈軍隊

士師記七:1~17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11/16

胡翠峯

祈禱有效嗎?

路十八:1~8

8

72、264、
5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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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感恩與回應】
詩篇一一六篇
陳祐陞牧師 2016/10/30
感謝上帝的帶領，2016 年下禮拜即進入 11 月，11 月是感恩的節期，上帝實
在是互咱許多的恩典，咱做基督徒應該是一件很歡喜的事，但是咱也有看到少部
份的基督徒常常面帶愁容，親像做基督徒做得很艱苦。我相信在咱生活中難免都
有歡喜與不歡喜的事，很可惜有一些人都是被那些不愉快的事來困住，以致失去
了歡喜快樂的生活，詩篇 116 篇的作者也有經過與咱相同的痛苦，今早上咱欲通
過詩篇 116 篇來看詩人在此欲怎樣對這種痛苦來得到釋放，重新回到與上帝有那
種活潑的關係。
一、要愛主你的上帝
1v 他說”我疼耶和華，因為他聽我的聲，我的懇求。”我疼耶和華這是咱感恩
最基本的表現，咱的感恩若不是出佇心內對耶和華愛的回應，就咱的感恩成做表
面而已。我疼耶和華這是一個”疼的告白”，在此詩人進入一種與耶和華很知己的
疼，說”我疼耶和華”。若不是疼，人就不會真正感恩，上帝所要對咱領受的感恩
就是咱出於心底的一句話，說”上帝啊，我疼你”。咱每禮拜日攏有來參加禮拜，
咱也有奉獻，有參與教會服事，總是你豈曾從心底給上帝說，”上帝啊！我疼你，
上帝所要你最大的感恩就是這句”我疼耶和華”這是詩人的見證，經過人生真多的
苦難了後，他發現真正會當互人過快樂的生活的，就是當人倒轉來到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來獻出你的疼，只有按呢，你的心才能夠得到與上帝更深入的交陪。詩人
在此回想他過去的人生，有遇著什麼困苦呢？3v 他說”死無的索纏著我，陰間的痛
苦擒著我，我遇著患難艱苦”。總是上帝用大恩款待我，8v 因為你救我的生命免得
死無，救我的目睭免流目屎，救我的腳免跋倒。”
我相信咱中間很多人也有這種的經驗，有遇過生命的威脅，有環境困難的包
圍，在這種困難的中間，詩人在 5v 說”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阮的上帝有慈悲。
7v 我的神魂啊！著歸佇你安息的所在，因為耶和華用大恩款待你”。他說在這些困
難，人給你傷害的中間，我就是欲來想起上帝，想著上帝是一個有憐憫、有恩典、
閣有公義的上帝。有這三項做你的力量，所以當你在患難中，上帝欲永遠用恩典、
慈愛來支持你，用他的公義來徛在，用赦免來扶持你。因為按呢，詩人說”我的神
魂啊！著歸佇你安息的所在”，因為耶和華用大恩款待你，在這些困難的中間，當
我越轉來看上帝的恩典、憐憫、公義的時，我的心神就得到安息，不再為著一些
代詩來生氣、來怨恨，不能來赦免人。
有一本書名叫”赦免的藝術”，中間有說許多怎樣互相赦免、復和，從各種角
度、立場去教人怎樣赦免人，(一)他說”當你互人給你得罪或是別人對你不起，你
愈想愈生氣。他說當你遇到這些困難的時，你著要安靜來想，你要想說”有這些代
誌發生，是攏總對方的錯誤，或是我也有錯誤，將自己的部分先寫下來，因為當
你生氣對方的時，怎樣想就是對方不對，愈想也是你對，所以你生氣就愈來愈大。
所要先將你不對的所在寫下來，是不是我說了無清楚、做呣好勢，致教他有這個
誤會，所以代先將自己的部分承擔下來。(二)你著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我
欲繼續背這個人的錯誤，或是我欲將它交互上帝，互我得到釋放。他說”當你記住
人的歹的時，他人的歹就成為一條鐵鍊，給你鍊起來，你就失落自由，失落前你
與上帝中間的那種親密關係。他說你要做一個決定，你欲繼續背這個重擔或是你
欲得到解放。他說”上帝不要看到他的兒子，受這種不需要的痛苦。(三)上帝要咱
赦免人。”當咱不能赦免人的時，咱要看十字架，在十字架下面，上帝赦免咱，所
以咱沒有理由拒絕赦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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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神學曾討論一個名詞 Revolution of Love 革命性的愛，說到耶穌基督到世
界就是帶來革命性的愛，意思即是有一種疼，有產生革命在你的生命裡面，互你
完全變做一個不相同的人，掃羅是用一種恨來對待當時信耶穌的人，掃羅想說”我
要消滅這個宗教，要將這些信耶穌的人都送入監牢中，但是上帝是用革命性的疼
來疼他，互掃羅在前往大馬色路上得到改變。今天耶穌基督將這種革命性的疼放
在你內面，互你有這款的能力，會因為你的疼來改變對方。這本書的作者 Fester
Kivego 有寫許多他本身的見證。Fester 是一個非洲中學的教師，他的舅舅是他們
莊舍的酋長，有一日發生一件真奇妙的代誌，有一個人牽八頭牛來還他舅舅，他
舅舅問那人”你牽牛互我要做什麼？”那人說”因為我給你偷牽四隻，又生四隻，所
以我牽八隻要來還你。他舅舅說這故事互 Fester 聽之時，Fester 馬上問他說”這樣
你得到八隻牛你一定很高興？”他說”沒啊！八隻牛牽回來，害我睏不著”，”為什麼
睏不著？””因為若照這樣，我必須牽一百多隻牛去還別人”。他問舅舅”為什麼那個
人要牽牛來還你？””他說因他信耶穌，耶穌叫他要來認罪，所以牽牛來還我。”Fester
當時還是一個對基督教反感的人，他不能了解。在那段時間忽然間整個莊舍人人
都在說”耶穌”，去到哪裡都在說耶穌。有一次 Fester 一個最疼的姪女，邀請他去
參加一個聚會，他不歡喜去，不過很多人邀他去，特別是這個姪女，沒打算，他
的姪女在會中起來，對大家宣佈”我欲給恁說一個好消息，在上星期五咱為 Fester
祈禱時，上帝告訴我在今天晚上欲拯救他。Fester 聽完生氣的跑出去，因他覺得”
我比你們還好”，當時的 Fester 就是這種人，當他回到他家的時，一個同事來給他
打門。”Fester！我找到耶穌了，我找到耶穌了，耶穌對我成為真的，你看我這麼
高興。”在那暝，Fester 真正是跪落來在他眠床邊，對上帝出聲說”上帝啊，若是真
正有你，求你此時向我顯現，對我說話，互我明白。”他說當他禱告完，一個十字
架釘耶穌在他面前，從十字架有流血下來，”Fester 是我為你，是我為你”，Fester
說”怎會可能，耶穌，我這麼恨你，你那會為我，我這樣恨你，你那會疼我”，”是！
是我為你”這叫做革命性的疼。
詩人說”我的神魂啊！著歸佇你安息的所在，因為耶和華用大恩款待你”。當
你開始不再去想那些人得罪你的代誌，你的傷痕才能夠得到上帝的醫治，是因為
你受上帝的大恩，當你的心去思想上帝的大恩的時，那些得罪你的人沒算做是什
麼，沒人會當害你，沒人會當毀滅你，因為上帝是疼你，永遠用大恩來款待你。
二、奉獻你的生命來活在上帝的面前。9v”我欲在耶和華的面前，行佇活人的
地”，上帝在我的面前，所以我欲常常向他來行，向他來活，我無欲閣活在過去的
傷痕，我欲行向頭前來活在活人的地，活在上帝的面前。你若是繼續生活在生氣、
憤怒，是活在死人的地，因為那些恨和生氣會吞吃你的生命，互你生命成為枯乾，
你就親像活佇死人的地。詩人在此醒悟過來，說”我欲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活人
的地”，意思就是說我不要再活在那些互我失望，在過去困境的中間。
Fester 認識以後起來，第一項代誌就是去認罪，聖靈感動他去向一個白人宣教
師與他以前在同一間學校教書的同事，聖靈對他說”去，去認罪”他騎鐵馬騎 40 公
里，他說沒一條路比那天那條路更加遠歹行，想到欲去給對方認罪，那真正困難，
但是 Fester 說”上帝革命的愛已經在我內面產生，我就照按呢去到佇那人的厝把它
敲門，那個宣教師請他入去客廳坐，他對宣教師說，以前在學校教書，我最恨你，
我常常找機會來反對你，背後說你壞話，今天耶穌基督入我的心，我不要再互這
些綑綁，我來向你認罪，請你赦免我”。他說那個宣教師伸出他的手，兩人握手，
相擁在那流目屎，這就是十字架下所產生一幅在世界最美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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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想咱的主為著咱，你就沒閣有什麼不能認罪的，兩個兄弟相擁在那相及
認罪。對那天開始，Fester 成為一個很氣力上帝的見證者，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
光明中。
三、我要用什麼來報答主的恩典來回應上帝？
當你比較 11v 與 12v 的時，你感覺很奇怪，在 11v 詩人對人真灰心時，為什
麼 12v 轉對上帝來說這句話，他在 11v 說”我曾著急來說人攏是虛假，說白賊的”，
對人極度的失望。總是那個時陣，上帝轉向他說，你著看，看我互你多少恩典？
看我多疼你呢？你不免為著別人互你失望來傷害你自己，所以待人在那醒悟起來
說”上帝啊！我欲用什麼來報答你的恩啊！”在此詩人做幾項結論：(1)他說”我欲捧
起救恩的杯，稱謝耶和華的名。(2)我欲佇眾百姓的面前對耶和華謝我的願。他不
止個人對上帝感恩，閣欲佇百姓面前對上帝還願，你有看到這個進展性嗎？感恩
不是隱藏的，感恩是播揚出來，報揚上帝的救恩，然後還你的願，不是暗暗仔行
還欲佇耶路撒冷的中間，眾百姓面前來還願。
在這篇詩篇的中間，忽然在這說起 15v”耶和華看他聖的百姓的死做真寶貝”。
請你比較 14v 與 15v。14v 說到他願還願，15v 忽然間說到死，什麼意思？這意思
就是說”上帝啊！我願意連我的生命都拿來還願，就是我因為還願來死，你也看我
的死做寶貝”。詩人的感恩一步一步進展，到佇全人的奉獻。他在最起頭用他的感
情說”我疼耶穌”，到於最後欲用他的生命來獻互主。
兄弟姐妹，感恩是什麼？就是你獻你的疼；感恩是什麼？就是將你於傷痕交
待互上帝，不可閣放在心內；感恩是什麼？就是你將你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感
恩是什麼？就是還你的願，這是深度的感恩。詩篇 116 篇是一篇真好的詩，但願
今天咱需要重新在上帝面前檢討咱感恩的態度與心志，咱對主的虧欠太多了，忘
恩太多，報恩很少。求聖靈感動咱的心，上帝要你用什麼來回應上帝，我欲疼伊，
要忘記得那些傷痕，重新站起來，互我的靈行在活人的路，我欲向耶和華還我的
願。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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