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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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卓靜觀弟兄於 8 月 3 日深夜蒙主恩召，享年 85 歲，訂 8 月 21 日(日)下午
2 時，在柳原教會舉行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2. 本會楊罔市姐妹於 8 月 9 日蒙主恩召，享年 94 歲，訂 18 日(四)上午 9 時於自
宅舉行入木禮拜，22 日(一)上午 09:30 在本堂舉行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3. 八月 19 日(五)下午 6 時第二期三福結訓感恩餐會在松年會館舉行，邀請全體
長執、三福受訓隊員、禱告伴及此次受訓期間接受探訪的弟兄姐妹參加。
4. 八月 20 日(六)紅香教會設教 60 週年慶，邀請聖歌隊前往唱祝歌，請要參加的
聖歌隊員於當天早上 6 點在教會集合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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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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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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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何秋萍
盧金梅

胡翠峯/蘇凱恩、張以諾
張榮璋/蘇凱恩、張以諾

劉雅玲/潘哲雄
余燕儒

林靜珍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何秋萍
何秋萍

8/21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8/14)主日禮拜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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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宗兄弟家庭。
四、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頌聲合唱團還在招生哦，每月第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完練習，練唱室見
哦！
五、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下週主日(8/21)禮拜後舉行例會，司理：朱昌美姐妹，主禮：張榮璋弟兄，
主題：「如何做酵素」，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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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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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我們恩典合唱團於 8 月 14 日(週日)受邀到台中浸信會參加主日崇拜並在禮
拜中獻唱台語詩歌。
2. 從即日起，第三期學員開始報名。訂於 8 月 21 日(週日)下午 3:30 舉行甄試
兒童班 : 幼稚園大班~小學六年級，每週一晚上 6:30~8:00 上課。
少年班 : 國中一年級以上，每週六下午 2:00 ~ 4:00 上課。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三一教會於台中市烏日區三榮十七路 30 號開拓「三榮教會」
，訂 9 月 11 日
(日)15:00 舉行三榮教會開設暨獻堂感恩禮拜。同時舉行黃暉懋牧師就任三
一教會宣教牧師派駐三榮教會暨成如慧傳道師封立牧師為社區牧師派駐三
榮教會授職感恩禮拜。
2. 草屯教會訂 8 月 21 日(日)15:00 舉行黃勝富牧師就任第十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忠明教會訂 8 月 28 日(日)15:00 舉行陳智勤牧師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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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卓靜觀弟兄、楊罔市姐妹的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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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順
兄。
＊本週金句＊

(台語) Lí tio̍ h chīn-la̍ t pó-siú lí ê sim. In-ūi i sī oa̍ h-miā ê kun-goân.
(Chiam-giân 4:23)
你著盡力保守你的心，因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四:23）
(華語)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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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3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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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8/20)早上 08:10 禱告會暫停一次（前往參加紅香教會設教 60 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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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14(日)

8/15(一)

8/16(二)

8/17(三)

8/18(四)

8/19(五)

8/20(六)

經節

耶 30-32 章

耶 33-36 章

耶 37-39 章

耶 40-42 章

耶 43-46 章

耶 47-49 章

耶 50-5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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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陳靜芬

主耶穌請祢
進來

啓示錄
三:14~22

40

246
472
507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21

陳靜芬

主耶穌請祢
進來

啓示錄
三:14~22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8/24

蕭仁維

雅比斯的禱告

歷代上4:9-10

12

27、338、
512

同上

＊下週金句＊
啟示錄3:20
＊上週講道＊
【對彼霎二人相及行(父子關係)】
創世紀廿二:1~18
陳祐陞牧師 2016/8/7
在聖經中無法找到整章經文描述父親的形像，如同箴言卅一章老母的箴言、
論賢婦，在每年母親節有許多歌頌母親的詩歌，但是要找一首歌頌父親的歌曲實
在困難，有一首歌「母親像月亮一樣」很好聽，歌詞也很感動人，如果母親像月
亮一樣，父親可不可說像太陽？不一定？有人說父親只不過是像冰箱裡的小燈
泡，只有在想吃東西打開冰箱時才看得到，其實父母相同對家庭都有他們的貢獻，
在父親節之時，我特別選創世記亞伯拉罕的故事來思考父子的關係。
今天的經節是咱很熟的一段經節，但其中有一句話每次讀時都會打動我的
心，就是在 6v、8v 最後”對彼霎二人相及行（父子同行）”在此有一幅圖互咱印
象真深，亞伯拉罕與他的子以撒二人手牽手相及行的一幅圖。今天咱欲分兩方面
來思考。第一、亞伯拉罕與上帝的關係。第二、與他的子以撒的關係。
一、亞伯拉罕與上帝的關係是從創世記十二章開始。亞伯拉罕是直接互上帝
選召的人，在他一生的路上，不斷就是他與上帝中間直接的交通，直接的交談。
在創十二章上帝選召亞伯蘭說”你著離開本地本族，老父的家，去我所欲指示你
的地，我欲賜福你，互你成為大國，互你的名做大，互人都要因你得福。”那是
第一遍亞伯拉罕受呼召。接下來在13章的所在，上帝第二次向亞伯拉罕說話，請
你看第13章14~16v。上帝這次對他說話是在他決定不與他姪兒羅得計較，羅得想
愛卡好的地，亞伯拉罕選他選剩的，在這項代誌以後，請你特別注意這項代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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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亞伯拉罕在那決定說，上帝是他福氣的源頭，是他富裕的源頭之時，上帝就
在那顯現來互亞伯拉罕確信，說”我是一個報賞與賜福的神”，上帝在那給他應
允說”欲互他的後裔親像沙漢呢多。”第三遍請你看 15 章 1v，在此又有一句很要
緊的話在此，就是”這些代誌了後”是什麼代誌了後？就是當亞伯拉罕去救出羅
得時，所多瑪王為著要感謝亞伯蘭有自敵人手中救出多多百姓，所以有用很多禮
物要送給亞伯蘭，那時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一句話，這句話來決定上帝第三次對
他祝福與應允。在 14 章 23v 這句話按呢說”凡若你的物，就是一條線，一條鞋帶，
我攏呣提，免得你說”我互亞伯蘭好額”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亞伯蘭決定說，上
帝才是他的報償，他不要接受人的報賞。所以在 15 章 5v 上帝應允亞伯蘭欲互他
的後裔親像天上的星漢呢多。第四次上帝對亞伯蘭顯現，請看 17 章 1v，亞伯蘭
99 歲的時，耶和華對他顯現給伊講”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在我的面前行做著完全，
我就與你立約”，6~7V”我要互你的後裔極其多，國度對你來立，君王對你來出，
我欲與你以及你歷代的後裔設立我的約，做永遠的約，是欲做你與你後裔的上
帝”，請你來比較這四遍，上帝顯現對亞伯拉罕的應允是愈來愈大。互佇 99 歲的
時，上帝與亞伯蘭立約，就是上帝在亞伯拉罕身上一直在觀察，看他是不是真正
有法度相信那個”第一遍選召他自吾珥出來那個神，應允要賜福他的那個神”，
亞伯拉罕到底有信他到底嗎？當上帝看他到佇這個階段，上帝可以與他立約了，
上帝說”我與你立約，我要永遠做你與你後裔的上帝。”
兄弟姐妹！信仰的歷程是一條不斷的進展，不斷你在那與上帝愈來愈近倚，
致教你可以互上帝說”我與你與你的後裔立約”。兄弟姐妹，但願你能夠看著你
信仰的歷程是那麼重要，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在行，你是與上帝相及行，這個阿爸
父上帝他不止選召你而已，也註定要祝福你及你的後裔。今仔日你若能夠看見這
個寶貝，你就不互你的信仰在那搖來搖去，你也不會將上帝放在次要的地位。
二、22 章咱剛才讀的聖經，就是上帝欲知影他在亞伯拉罕心目中、生命中的
地位是什麼？上帝這次真正嚴肅對亞伯拉罕發出一個要求與試驗，”亞伯拉罕你
帶你的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山，在那將他獻做燒
祭”。聖經特別給咱說上帝是要試驗亞伯拉罕，是試驗說”到底這個創造你的神，
他在你生命中的地位是什麼？我不知亞伯拉罕在那晚是怎樣過，不過我相信在他
心中也會有很大的掙扎，這是亞伯拉罕信仰的最大考驗，他就是漢呢孤單在彼完
全順服在上帝的面前，不再考慮自己的利益。
亞伯拉罕透早起來，在聖經沒記載他有與他的某商量或無？但是咱可以想
像，他不敢對撒拉說這項代誌，這是一個他要單獨面對上帝互他的試驗，別人無
法幫助他，是他要自己做決定。亞伯拉罕決定了！他帶著以撒及二個奴僕出發。
兄弟姐妹，你所信的上帝到底是什麼款的上帝？為什麼有時候信徒會這麼快
信仰就搖泏就離開了上帝，為什麼世界有漢呢大的吸引力，將咱基督徒的心搶去，
因為你沒真正認識你所敬拜的上帝。亞伯拉罕帶以撒相及行，往摩利亞地去，到
第三日遠遠看見那座山之時，亞伯拉罕就叫他的奴僕在那等候，給他奴僕說”阮
去那敬拜，等一下就回來”，就單獨與他的子以撒相及行。在此你可以看見各各
他山頂另外一幅圖，天頂父上帝將那十字架放在他的子耶穌基督的身上，互他背
那個十字架向各各他山頂，為著你我的罪來獻自己為祭，這幅圖不是偶然的，是
一個預表。上帝要咱看到他疼世間人的疼是何等的大，是他自己落來，來背十字
架，來行這條各各他的路，來上佇十字架來獻自己。我相信以撒與他老父，在行
這段路之時，他心內有許多問題想要問，總是不敢問，踮踮行到一站之時，他實
在忍不住，他就問他老父說”老父啊”，亞伯拉罕說”我的子，我在此”，以撒
說”你看，火與柴都有，總是燒祭的羊仔佇叨落？”8V 亞伯拉罕說”我的子，上
帝欲自己備辦燒祭的羊仔。”對彼霎二人相及行。亞伯拉罕做老父，帶以撒行的
路是什麼款的路？1.是一條順服的路，2.是一條確信上帝應允的路，上帝的確自
4

己會預備，你會當看著亞伯拉罕的信心沒？亞伯拉罕所看到的是別人看不到的所
在，上帝的確會預備在那個山頂，只要我只盡我的本分，上帝就欲持守他的應允，
這就是信心的奧秘，這個奧秘是你必須自己去經驗的。上帝沒代先互他們一隻羊
仔，也沒給他們說簽案，你要活在上帝的國度，的確著要知神的原則，神的原則
永不改變。信心的道路不是代先互你看到羊羔才行的，信心的道路是你要與上帝
相及行。亞伯拉罕在遐將以撒綁起來，下佇壇裡的柴頂，伸手舉刀要殺以撒，耶
和華的使者在那出聲說”你呣通佇這個囝仔的身上下手，因為我今知，你是敬畏
上帝的人。”我常常鼓勵咱讀聖經之時，要自己對聖經中去找到答案，你若問上
帝說”上帝啊，你為什麼要試驗亞伯拉罕？答案在此。或是你若問上帝說”為什
麼你用這麼多的代誌來試驗我？”答案在此，上帝說”因為我要知道，你是不是
一個敬畏我的人？”你要從上帝口中來聽著這句話嗎？至高者的上帝對你說”你
是敬畏上帝的人”。兄弟姐妹！在咱信仰的路程，你或許會不斷遇到很多的試煉，
你是不是堅強站穩說”我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我不做此件事”，”我是敬畏上
帝的人，所以我不能妥協，在聖日，不來做禮拜，去做別項代誌。””我是敬畏
上帝的人”，上帝在咱的身上不斷在替咱塑造這款信仰出來。敬畏上帝包含你的
順服，願意破碎自己，願意放棄一切在上帝的面前。
14V 亞伯拉罕給那所在名叫”耶和華以勒”，意思是耶和華的確預備，直到今
仔日，有人猶啲說”在耶和華的山欲有備辦”。以撒不是從他老父的嘴來接受伊
信仰的傳承，他是從那個祭壇頂下來，來經驗他老父的上帝是”耶和華以勒”，
是耶和華的確預備的上帝。
今仔日，咱需要又一次回轉來在這段聖經所說這句話”對彼霎要二人相及
行，老父與子兒相及行佇信仰的道路”，老父牽兒子的手在那行摩利亞山的道路，
老父願意將他所疼的子來獻互上帝，不是一個”佔有的疼”，是願意將你所愛的
來獻互上帝。今仔日咱攏需要信仰的再檢討，咱為著自己的子兒，沒惜代價願意
付出真多，總是常常咱在那中間，忘記教導咱子兒來親近上帝，甘願為上帝獻上
什麼？以致於互咱的子兒漸漸離開上帝。請你看 17V，這個祝福是更大更高，比頭
前 13、15、17 章更大，16V 耶和華說”你已經行這個事”，請你比較在以前攏是
說”這些代誌了後”，現在是”你已經行了這些代誌”，什麼代誌？「沒留你自
己的子，就是你獨生的子，我就指自己咒誓說我賜福欲賜福你，加添欲加添你的
後裔，親像天頂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裔欲得到諸個對敵的關隘，18V 閣地上萬
邦要因為你的後裔得著福氣，因為你聽趁我的話。」亞伯拉罕受試驗的第二個目
的，就是在 18V 的最尾句因為你聽趁我的話，上帝試驗你，是上帝要知道，你有
聽趁他的話嗎？在這段的祝福再擴大到佇”地上萬國要因為伊的後裔來得到福
氣，在此特別加一句”你的後裔欲得到對敵的城門”（關隘）
，此句話就是繼續勝
利，沒有一個城、一個國家可當抵擋，這個代誌在以色列民族歷史你可以看見，
亞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始祖，在幾千年來，有許多國家不斷欲消毀他們，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在納粹毀滅下，死亡人數超過 600 萬人，整個民族好像無盼
望了，但是上帝持守伊的應允（約）保守以色列民族。
上帝持守他的應允，是因為亞伯拉罕願意在上帝面前來獻上他最寶貝，因為
他恢復人與上帝的秩序，在神的國度，這個秩序是非常要緊，創造你的主，永遠
在你身上有絕對的主權，你若能將伊放在第一，上帝在那的確欲祝福你與你的後
裔，這是上帝的應允。
信仰的道路是要與主同行的，今仔日上帝藉著咱周圍發生的事，來幫助咱恢
復咱與他的關係，咱著不斷省察在神的面前，來經驗那個”耶和華以勒”，在摩
利亞的山頂有預備；來經驗那個信仰，通過你來到佇你的子子孫孫。今仔日在台
灣非常可憐的就是父母致意將最好的來互他們的子女，總是卻忽略了最基本最重
要的信仰，多少囝仔自己在那成長，但是他們放錯生活的中心，因為無人給他們
引導。求主幫助咱，互咱做人父母的，重新在主的面前調整；求主來光照咱，看
見咱在摩利亞山頂上帝為咱備辦的是什麼？將咱的兒女帶到上帝面前，來得到上
帝的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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