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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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今日(2/19)召開定期會員和會，會員名單公佈在公告欄，如有誤漏請向
小會書記廖寶蓮長老更正。
2. 本會王春草兄於 2 月 13 日安息主懷，享年 80 歲。訂 2 月 25 日(六)14:00 舉行
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2/19)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下週主日(2/26)11:00 請主日學老師於 2 樓 A 教室開會。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因二月份例會時間(2/19)遇本會召開定期和會，暫停一次。和會結束後，請委
員留步討論 3 月 5 日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籌備事宜，請撥冗參加！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楊蘇英妹長老、林煇國兄。
四、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2017 年花材認捐表貼在禮拜堂大門入口內（古蹟禮拜堂也有）
，每週 1500 元，
歡迎兄姊勇躍認捐填寫，無填寫在表內有臨時要奉獻的也很歡迎，願上帝感動你！
五、教育委員會歷史資料組(組長：劉惠芳執事)
新春感恩禮拜照片已經展示在一樓交誼室(第二間教室)，展期至 2/26 日止，
請會友於禮拜後前往選購，每張照片五元，請將選購單、費用一併交給辦公
室青美幹事，以方便組員統一沖洗。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 3 月 7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 2016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典禮，主
禮：蕭仁維傳道，請兄姐關心、代禱，踴躍參加。
2. 上課時間：3 月 7 日~6 月 21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課程內容：
信仰與人生、醫藥保健常識、才藝及康樂活動、生態旅遊、社會新知等。
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來函邀請各教會參加今日(19 日)下午 1 至 5 時全國反空污
大遊行。集合地點：台中市民廣場（公益路勤美誠品前）
2. 潭子教會訂 2 月 26 日(禮拜日)15:00 舉行新堂奉獻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教社部訂 2 月 26 日(日)14:00~16:30 舉行「愛、真相、公義」追思
禮拜，地點：台中公義行動教會（台中公園更樓前）。
＊代禱事項＊
1.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者，預備心接受 13 週課程代禱（4/21~7/14）。
2. 為新的一年教會全體質與量均有成長代禱（2017 年聚會人數 250 人目標）。
3. 為 2017 年教會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及教會事工代禱。
4. 為王春草兄的遺族。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
王曾寶蘭姐、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蔡伯煉執事、郭劉招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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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Tùi-tī jîn-chû ê lâng, Lí hián-bêng ka-kī sī jîn-chû, Tùi-tī oân-choân
ê lâng, Lí hián-bêng ka-kī sī oân-choân. (Sat-bó-jíⁿ hā-koàn22:26)
對佇仁慈的人，你顯明家己是仁慈；對佇完全的人，你顯明家己是完全。
（撒母耳記下22:26）
(華語)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撒下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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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1/19~2/16 休息）

黃金鈺、施碧珍

10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下次(3/4)由
蔡文華長老介紹「德明利老師」
。請弟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 08:10 禱告會，一起為
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2/19(日)

2/20(一)

2/21(二)

2/22(三)

2/23(四)

2/24(五)

2/25(六)

經節

民 7~10 章

民 11~14 章

民 15~17 章

民 18~20 章

民 21~24 章

民 25~27 章

民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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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蕭仁維

團契的標誌

羅馬15:1-9

38

164
249A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26

蕭仁維

異族田間
證主恩

路得記2:1-15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1

蕭仁維

復活和生命的
主

約翰11:17-27

34

75，143，
5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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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撒下 22:33
＊上週講道＊
【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
但以理一:1~17
陳正雄牧師 2017/2/12
幾年前有位好友藉著網路傳來好文章”圓融的思路”。其中有一篇送 2/3 地皮給
政府的精明商人：在美國某城在約 30 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一塊不毛之地，地皮
的主人見地皮擱在那裡沒用，就把它以極低的價格出售。新主人靈機一動，跑到
當地政府部門說：
「我有一塊地皮，我願意無償捐獻給政府，但我是一個教育救國
論者，因此這塊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學。」政府如獲至寶，當即就同意了。於是，
把地皮的 2/3 捐給了政府。不久，一所頗具規模的大學就矗立在這塊不毛之地上。
聽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 1/3 的土地上，建了學生公寓、餐廳、商場、影劇院等
等，形成了大學門前的商業街。沒多久，地皮的損失就從商業街的贏中賺了回來。
這小故事告訴我們，萬物皆有它的用途，就要看我們如何運用它。同樣的車
輛、經由人的智慧與巧手，它所被塑造出來的價值就大不一樣了。
去年（2016）曾讀了幾本書，其中有兩本，一本就是聖經。因為我參加了一年讀
完新舊約聖經的運動。牧師也是信徒中的一位，當然參加此運動也是必要的，去
年我用現代中文譯本（修訂本）讀經，今年我另以和合本的修訂本（2010 年九月
初版）來讀經。兩種版本前者是用現代普通流行的文體譯成：1.力求忠實、靈活和
有效地表達原作的意思，也密切注意一般讀者對每一句譯文的了解和接受問題。
2.著重口語化和誦讀上的流暢。而後者是 1919 年出版，廣受華人教會喜愛，數十
年來中文之變遷及新舊約經文研究和詮釋的進步與發展，有修訂的必要，在保持
和合本風格，忠於原文並貼近現代語文表達方式。兩種版本讀起來更認識其中所
傳達的信息，上帝的恩典保守每位願意讀聖經的人，都能獲得主的恩典，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另一本就是信心的飛躍”七十位基督勇士列傳：影響世界歷史兩千年
的基督徒傳記。其中第 68 位的潘霍華牧師，他是德國極少數敢於對抗希特勒的教
會領袖之一。他勇敢地反抗希特勒之不人道以及他反基督信仰的種種作為。他也
成為猶太人和受迫害的基督徒的辯護者，由於在德國指導學生在教學及寫作中反
對納粹的政策與主張，限禁太多對當時的德國政府和他所屬的教會越來越不滿，
離開德國去紐約。之後寫一封信說：
「我已領悟到我來美國是錯誤的…除非我現在
留在德國與我的同胞共患難，否則將來我就沒有權力參與戰後基督徒生命的重建
工作。」就這樣再回到德國。他順從上帝的呼召，堅守信仰不畏惡勢力而奮鬥，
雖然在獄中，他曾寫了一首”所有美善力量”，這首歌歌詞充滿生命力，可感受到
他堅持信仰至死不渝的精神震撼人的內心。歌詞如下，讓我們一起來分享：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圍繞，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
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並與你們踏入新的一年。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蓋，不論何時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與我們同在。
儘管過去的年日折磨心靈，艱困時光重擔壓迫我們。
主啊！拯救飽受驚嚇的心靈，以那為我預備的救恩。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蓋，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與我們同在。
今天讓燭火溫暖地燃燒，是你帶給黑暗中的我們。
或許這會引領我們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蓋，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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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早所唸的經文，看到但以理書的序言告訴我們，猶太人在異教君王統治 ‘
下，忍受苦難的時期寫成的，其主旨在於告訴咱世界的歷史是在上帝的主權當
下。作者用故事和異象，鼓勵當時的猶太人：上帝將打擊暴君的統治，恢復他子
民的主權。以目前我們所居住的社會，我們基督徒在社會中，可以從但以理所記
載的代誌學到了什麼？
1.這世界在上主的手中。（2 節）
但以理書的背景，是在主前六世紀初期，耶路撒冷淪陷、聖殿被洗劫，有些
猶太青年被擄到巴比倫的故事。他們流落異地，在那裡所面對的政治制度，文化、
宗教皆與他們自己的世界大不相同。我們好像有如但以理住在「現代的巴比倫」
「主
准許他俘虜了約雅敬王」
，政治的放任醜陋，媒體充滿煽動，色情暴力，道德生活
不斷降低，在親像絕望、無力反省中，我們不能因此灰心、喪志，藉著但以理的
故事中，獲得鼓舞信心，有力量去作決定。也從潘霍華牧師的經歷所作的詩歌所
表明：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上帝都與我們同在。因為這世界是在上主的手
中。
2.太監給他們起了新的名字。（7 節）
「但以理」希伯來文原意為「神將審判」或「神是審判者」
。這名字是遠古時
代和約伯、挪亞齊名的英雄人物。在本書中他是一位信仰忠貞、智慧英雄且寧死
不辱其信仰的英雄。而「伯提沙撒」是照尼布甲尼撒的神明的名來號，意思就是
願神明保護他的生命。
「哈拿尼雅」原文意為「上主是仁慈的」反映希伯來人的名
字有宗教信仰的因素和意義。而他的新名「沙得拉」意思就是「阿古（月神）的
命令。
「米沙利」原文意思是「他能表明伊勒是什麼樣的神」與摩西的表弟（出埃
及記六 22）同名。他的新名字叫「米煞」意思有「他和阿古相似」。「亞撒利雅」
原文意思是「耶和華要幫助」
，新名字叫「亞伯尼歌」意思「尼波（巴比倫主神的
兒子）的僕人」
。一般改名的原因有：1.表明新的身份。2.紀念某種事件。3.對某人
或神的尊敬。4.展示征服者對附屬國的君王控制或優越性。5.有較好呼叫的名，主
人可改僕人的名字。而這四個人的新名含有敵對以色列信仰的原因。在異教族統
治下的社會，常可以發現統治者的殖民政策與殖民地的文化和宗教衝突的現象。
對猶太人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危機，不但是一種文化滲透也是一種自我認
同的危機。很多人陷落許多誘惑而喪失他們的志氣、節操和傳統信仰。雖然有些
人被迫而身不由己地擔任某些職位，在某些程度下表現妥協合作；可是遇到重要
的代誌卻能表現不平凡又忠貞、智慧的信仰見證。所以從但以理和三個朋友看到
危機和苦難常常是信徒表現智慧、愛心、勇氣和信仰來榮耀上帝的機會。
3.立志和堅持（8~10 節）
但以理是代表其他的三位青年。他們因為宗教和文化的立場決心不接受皇宮
的伙食。這種立志有可能遭到審判的危險，他們立志不吃王膳，不飲王所賜的美
酒，他們認為這種食物會玷污他們的聖潔生活。所以他們請求太監容許他們免去
享用這種皇宮的伙食，他們的請求（12~13 節）也是一種智慧的堅持。他們嚴格的
遵守飲食條例（利未記十一 2~47）包括地上的動物。在水中的、空中的飛鳥…等
嚴格禁止食用的食物；申命記十二 23~25（你行耶和華所看做著的事）或（你遵行
這誡命，上主就喜歡你）
。這不只是吃的問題而且也象徵異邦權威所提供的物質享
受和生活方式。面對攸關生死的大事，尋求幫助以不讓人為難的方式，請求以十
天作試驗，這十天是倚靠上帝的信心考驗。在目前我們的社會沒有是非的各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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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體，網路所灌輸的某種錯誤價值，我們有責任從所讀聖經的原則來分別合乎 ‘
信仰的價值抉擇。就如約翰．加爾文所強調：人類的生命是基督重價贖回的，恩
典的豫定或揀選則在於上帝絕對的主權。因此，唯有上帝堪得榮耀，榮耀唯歸上
主。當誇口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人類的善工，人類從得蒙救贖是「本乎恩」也
是「因著信」
，憑藉的全是上帝的恩典，人無可誇耀之處。所以他一生所追求的目
標「只為上帝的榮耀」
，在他臨終的遺囑：不許建墳造墓，免得掠奪了上帝的榮耀，
正是這種信仰精神的徹底實踐。
最後敬畏上帝的智慧就會明白上帝的旨意，認識上帝的話語，堅持信仰來克
服生存的困境。就如申命記八 3：「伊互你謙卑，互你枵餓，用你所呣識你的列祖
也呣識的嗎哪養飼你，互你知，人呣是干單倚靠餅來活，人是倚靠耶和華嘴所講
一切的話來活」。
讓我們再次聽潘霍華牧師所寫的詩歌，確信：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都與我們同在。

＊聖詩探源＊
聖詩第 67 首 我心讚美上帝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雪巴德 F.L.Sheppard(1852-1930)
作詞／巴布科克 M.D.Babcock(1858-1901)

唱或讀這首詩的人，可以因此更加欣賞自然界的美麗。作者巴布科克，以稱
讚的方式來描寫天父的世界，供我們日常享受，該詩共有六節，普通只選用三節。
在這首詩詞內的第一、第二節中，完全是稱讚從天然所看到的榮耀，然而第
三節則另有一個意思，就是說到現在這個世界雖然似乎充滿了罪惡，而且在人的
眼光看來，好像惡勝過了善，但神仍然坐在寶座上掌權。雖然善與惡彼此爭戰，
可是耶穌已付上代價，至終大獲全勝。因為祂的救贖大功，不但使我們在日常的
生活上，得勝一切自私、貪婪、惡慾，並且有一天，祂要降臨，親自管理一切，
那時萬事都要顯明這是天父的世界，因此神的榮耀，就普遍於全世界了。
作曲者雪氏對音樂雖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卻有精湛的造詣，在他事奉的教
會擔任司琴，對教會音樂熱愛不衰，曾被推選為編輯委員協助出版長老會 1911 年
版「聖詩」
。雪氏自稱此曲並非自己創作，而是採自英國的傳統曲調，至於和聲部
分則是美國近代作曲家兼風琴家巴尼士所作，雖較雪巴德原譜難於演唱，但也較
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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