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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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家中如果有 1989、1997、1998 等三年和會手冊者，請提供(借)給陳祐陞
牧師，以利整理教會 30 年來（1985~2015）聚會人數資料。
2. 本會與民族路教會共同創立經營之台中市十字園，秉持顯揚基督教榮神益人
精神為宗旨，骨灰存放櫃位由管理委員會依序排定，相關作業遵守兩教會共
同修訂之章程、管理辦法及政府相關規定，並聘有律師保障十字園與用園人
之權益。若有疑問歡迎洽董誠俊幹事 0918-757-970 或民族路教會林學正董事長。
3. 本會門徒造就班將於 8 月 21 日~11 月 13 日舉辦，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五晚上 8
點~9 點，共十二堂課程，邀請此次三福受訓決志者、全體長執及弟兄姐妹來
參加。課程表如下：
日期

主題

講師

日期

主題

講師

8/21 一、舊約聖經歷史

郭榮敏

10/2 七、近代宣教運動

黃伯和

8/28 二、舊約聖經歷史

郭榮敏

10/16 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李信仁

王貞文

李信仁
卓孟佑

9/11 四、新約聖經歷史

曾昌發

10/23 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10/30 十、柳原教會史

9/18 五、新約聖經歷史

曾昌發

11/6 十一、信仰造就

陳正雄

9/25 六、宗教改革

楊順從

11/13 十二、信仰造就

陳祐陞

9/4

三、初代教會史

4. 台中市十字園舉行講座，時間：8/22(六)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松年會
館。主題：1.現代喪禮的精神、需求、趨勢&環保殯葬。2.天堂咖啡館。講員：
朝陽科大銀髮產業學系 郭慧娟老師。請董事、管委及有興趣的兄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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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8/16)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列王紀上 2:10~12、3:3~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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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洪泰陽
陳佳萍

葉美玲/蘇凱恩
葉美玲/蘇凱恩

羅寶玉/楊凱成
余燕儒

盧金梅
盧金梅

郭柿娘
郭柿娘

高雅智
高雅智

8/23

二、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本主日(8/16)舉行例會，時間：10:40~11:3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主題：「主裡相見歡」，講師：胡翠峯傳道，司會：郭柿娘委員，司琴：黃金
鈺執事，敬邀大家一同參與及分享。會後 11:40~12:00 召開委員會。
三、圖書館組（組長：張玉旻執事）
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徵求每週一 09:00~12:00，12:00~14:00 的志工，請有意願
的兄姐向辦公室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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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本月花材由以下兄姐奉獻：8/2：宋承祐傳道、8/16：許以樂小朋友、8/23：
卓慧貞姐。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何清榮弟兄、林永和長老。
2.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
公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六、台中．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即日起開始募集新團員，對象：幼稚園大班~小學六年級學生，名額：20 名。
請於 9 月 4 日(五)前至教會網站 www.liuyuan.org.tw 報名。費用：每月 400 元
/人(全勤者全額退費)，甄試日期：9 月 5 日(六)14:00，地點：柳原教會。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幸福婚姻講座」
，時間：8 月 22 日(六)09:00~12:00，
地點：民族路教會，講師：簡春安教授。費用：100 元。請向家庭團契會長
余燕儒長老報名繳費。
2. 大慶教會訂 8 月 16 日(日)下午 3 點，借宜寧中學禮堂，舉行獻堂感恩讚美
禮拜。
3. 2015 第二屆全國社青讀經營–「在台灣中心呼喊愛」
，時間：10 月 9~11 日，
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200 元（含食宿）
，8 月 31 日截止報名，
額滿為止。請至 youth.pct.org.tw 填寫報名資料。
4.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淨川（綠川）環保大活動，時間：9 月 20 日(日)下午
3~4 點，費用：150 元/人（包含淨川毛巾、環保袋、總會志工服務證書內
政部志工服務時數證明）
。8 月 24 日截止，額滿為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娘、林義耕兄、梁祈錫執事、董又溶
姐妹(車禍)、卓東源兄、潘陳敏姐。
2. 為台北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受燒燙傷者及其家屬代禱，求主醫治並安慰。
＊本週金句＊

It-khài bo̍ h-tit khòa-lū; to̍k-to̍ k bān sū tio̍ h ēng kî-tó khún-kiû kap kám-siā,
chiong lín só͘ kiû ê pâi-lia̍ t tī Siōng-tè。
（Hui-lip-pí 4:6）
一概莫得掛慮，獨獨萬事著用祈禱、懇求，及感謝，將恁所求的排列佇上帝。
（腓立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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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8/16(日)

8/17(一)

8/18(二)

8/19(三)

8/20(四)

8/21(五)

8/22(六)

新
眼
光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3:9b~17

3:18~23

4:1~13

4:14~21

5:1~5

5:6~8

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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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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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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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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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詩篇23:5
創50:14~21

6

324
347
511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8/23

陳祐陞

在我對敵的
面前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23

蕭仁維

渴慕上帝的
居所

列王記上
8:22~30
詩篇84:1~4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8/26

陳正雄

上主的揀選

撒上16:1~13

10

2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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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父親的愛】
路十五:11~31
陳祐陞牧師 2015/8/9
東方人與西方人父親對兒子的愛表達的方式很不一樣，東方父親威嚴，對兒
子有疼但是比較不會表現出來，疼子兒但是很多時候將那個愛放在心內說不出
來。西方的老父就較不相款，較會曉用肢體動作來表現，親像擁抱一下，勾肩搭
背，希望在座做父親的有時通過肢體的接觸會互父子的親情更卡表現出來。
在路加十五章耶穌有講一個很偉大的比喻，用這個故事中老父的愛，來說起
天父上帝對咱的疼，在故事中這位老父的愛有包括三種：一、老父在等候你，二、
老父欲赦免你，三、老父欲恩待你。
在12v這個小兒子對父親說，”阿爸啊！將我應得的產業分給我”。當小兒子提
出這個要求的時，老父並沒推辭，老父就給他們分家伙，13v說”過無幾日，彼個
第二子一盡收拾伊的物，出外去遠遠的所在”。遠遠的所在就是去到大都市，在遐
放蕩，忘記得自己的身份，發費了他所有的錢。我在想這個小兒子是按怎欲離開
老父？或許他無法忍受作農很艱苦的生活，他有他的理想，他所要的是物質，但
物質豈會當滿足咱的需要，滿足人的心？人豈會當脫離父子的關係？人豈真正會
通脫離創造者？老父所要的是與兒子相及住，有親密的關係，但是兒子不要，要
欲自由，要欲物質的享受。結果所帶來的是什麼？當他產業開了了的時，閣抵著
那所在大饑荒，只好去山裡替人養豬，16v說”看到豬吃豆莢，他餓的想欲吃，也
沒人互他”。是按怎？因為饑荒。在此互咱看到一個人若失落與生命的源頭天父上
帝的關係以後所面臨的痛苦。這個小兒子歡喜世界，歡喜物質，結果最後所換來
的是痛苦，是一種人不如豬的生活。在此讓我想到咱的天父所要求我們的是什麼？
他要我們就近他，與他說話，許多時候天父在遐在等候候你，特別是當他的兒子
在外面受苦的時，老父逐日在遐在等候兒子轉來，這是老父的心，一種等候的心。
這個老父每日在遐在等候他的兒子轉來，從哪裡知道？聖經說當這個浪子回
來，離厝遠遠的時，伊的老父遠遠看見他認出他，老父就跑過去。浪子不知出去
幾年？但是老父每日在那等候，老父要與他的兒子講話，老父要他的兒子回來，
有時咱也與這個浪子相款，要物質要世界，浪費咱的生命，咱的天父猶久在遐在
等候咱轉來。
二、這個老父不止是在遐等候子回來，這個老父的疼是一種赦免的疼。我相
信咱中間有人或許曾做過不對，互咱的父母艱苦心、失望，甚至有時做不對互父
母來責備咱，但是最後攏是父母來赦免咱。當這個小漢子在外花天酒地，將他的
財產盡毀了之時，當他在遐飼豬無物可食的時，快欲餓死的時，他才醒悟起來，
17v 說”我的老父有偌多長工，米糧食有剩，我在此快要餓死，我欲起來，去找我
的老父，然後給伊說”老父啊，我有得罪天，閣得罪你，今了後，我不堪得叫做你
的子，著互我親像你的長工的一個。20v”就起來，去尋他的老父。”這句很好，”
他就起來”有行動，起來他就向他出來的所在轉回頭回去。今仔日許多人在罪惡中
間互罪綑綁，互魔鬼控制，但是不敢起來，不敢轉回去。兄弟姐妹！人從叨位來？
或許有人會說父母生我，是從父母來的，不錯！咱是父母生的，但是人不是只肉
體而已，還有一個更加寶貴的就是你的靈，你的靈欲歸回佇叨位？所以這說”我欲
起來，向我老父的家回去”。當他回去的時對他老父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老父啊！
我有得罪天，及得罪你”。續落去那句”著互我親像你的長工的一個”，這句話他本
來欲講，但是老父沒互他講下去，這就是老父的愛，在那愛的後面包含有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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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 Fuller 神學院一位教授一次在上課的時，說到他自己的見證，說到哭
出來，台下學生大家也都在遐流目屎。這位教授叫 Samuel，他的老父是一位律師，
家境很好，但是父親對兒子要求很嚴格，讀書要第一名，考試不好就修理，要兒
子一切攏照老父的計劃，要兒子成功，但是青少年有成長中的叛逆期，兒子無法
忍受老父的管教，產生恨，在 17 歲時離開家庭出走。他曾四次自殺沒死，後來走
投無路，去志願當兵，在當兵中間被派到越南戰爭。在越戰中受傷，在醫院中遇
到一位牧師，帶他悔改認罪接受主耶穌，互他有一個新生命的改變。越戰結束他
回去美國讀大學，畢業後在 NY 做室內設計師，因為他很有天份，做到主管賺很
多錢，後來自己開公司，錢一多，信仰又跌倒，犯罪，在 NY 夜總會 chhia 花犯罪，
對家庭不忠，最後在痛苦中去遇到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基督徒，給他說”Sam，
耶穌愛你，他說”我知，總是我爬不起！”這位朋友帶領他禱告，禱告完他第二次
重頭生回到教會，熱心服事。後來有一日給伊太太說”我欲去讀神學院，我發現世
界的物質不止不能滿足我的心，又互我跌倒，沉淪在罪惡當中，我賺這麼多錢，
所帶來互我的只有是物質享受，犯罪、痛苦而已。”後來他放落一切進入 Fuller 神
學院。當他讀到博士班之時，他對希臘文很有恩賜，所以一方面修博士班的課程，
一方面教希臘文。畢業後在 Tolex 教會做傳道，也在 Fuller 神學院教書。他說從
17 歲到欲 50 歲，他不曾再看過他的父親，雖然我有重頭生，但是很可惜不曾在老
父前來認罪與他的老父復和。在一次靈修會中，聖靈感動他，對過去放蕩的時間
中離開家庭及父母這些罪一定要認罪。所以就佇他要封立牧師那日，他邀請他的
父母來參加禮拜，父親已經 75 歲，來到佇祭壇前他就流淚跪下來給他父親說話”
父親啊！我年青的時有得罪上帝，也有得罪你，求你赦免。”他父親也流目屎對這
個兒子說”過去我只有要求你，不夠額用父親的疼來疼你，求你也赦免我”父子、
老母三人跪在上帝面前三個人抱著哭互相求赦免！當這位教授講到這，全班學生
都哭出來，他說”當阮三人在十字架下禱告完，互相赦免，心中幾十年來的重擔馬
上放落，從地上爬起來內心充滿喜樂、平安，這是他受封立牧師的日子，神給他
最大的禮物。
兄弟姐妹！咱的天父他疼咱到底，在過去咱多少時陣犯罪離開上帝得罪上
帝，但是無論咱有多大的錯誤，當咱每一次回來到上帝面前，悔改認罪的時，這
位天父攏是用赦免的疼來疼咱，那一次不是按呢！我相信咱中間許多做父母的，
有時咱的兒女或許也會互咱艱苦心，但父母的疼永遠是憐憫赦免的疼。
三、老父的疼不止是赦免的愛，等待的愛更是恩待的愛。當這個放蕩子回來
的時，聖經說相離猶久遠遠，他的老父就看見他動了憐憫之心，用跑的去抱他的
頸項，連連與他親嘴，老父沒想說這個子親像乞丐全身軀發臭，老父是用跑的去
抱他、親他。兄弟姐妹！當一個罪人越佐轉悔改認罪的時，咱的天父也是相款，
給咱抱起來親吻我們，那個親嘴是什麼？是一種真情，疼的流露。
當這個小兒子決定回來之時，他不敢想用兒子的身份要求，他是要用雇工的
身份求他老父來收留伊，長工與奴僕又差一級，通常奴僕還算是家庭中之一份子，
雇工是隨時可以解僱。但在此他父親打斷他的話，根本沒互他機會提出雇工的要
求，馬上對那些奴僕說”緊緊將那件尚好的衫來給伊穿，閣給伊掛戒指；續給伊穿
鞋”這件衫是代表榮耀，戒指是代表主人的權柄，鞋子是代表兒子的名份，因為奴
僕在主人家中是不可穿鞋子，意思是老父將家中兒子的名份全部互這個兒子，不
止如此還牽彼隻肥牛仔來刣，來歡喜相及飲食。老父在彼說「因為我這個子死有
復活失落有閣得著」。這一切都是出自父親「恩待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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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抓住上帝是一切福氣的源頭。浪子的故事到此好像就結束了，其實從 25~32
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抓住上帝是一切福氣的源頭”。25v 說這時他大兒子從園
裡快回到家，聽見家中作樂及跳舞的聲音，叫人來問，知道是他弟弟回來，大兒
子生氣不肯進入家中。我想如果我們是這位大兒子，也許我們也會與他一樣，他
有許多生氣的理由，但此時他父親出來勸他，”孩子，你常常與我同在，凡是我所
有的都是你的”，這句話深深感動我的心，我們常常向神求這樣，求那樣，我們對
神有太多的祈求，這句話提醒我們，只要神的同在，上帝的一切都是我們–抓住
上帝是一切福氣的源頭。
在父親節的的時候，我們再一次通過路加福音十五章來思念父親對我們的愛
–等候的愛、赦免的愛及恩待的愛，也盼望大家能抓住上帝與神和好，因他是一
切福氣的源頭。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311 首 救主耶穌奇妙之名
作曲／Alexander Robert Reinagle(1799-1877)
作詞／約翰牛頓(John Newton(1725-1877)
這首美妙的詩歌是牛頓選入於奧爾尼詩集之作，仿中世紀伯爾拿的慕主歌，
述說主名的香甜，第四節首句在原詩是『耶穌作為丈夫，朋友』
，許多人覺得『丈
夫』一詞不大適當，因為羔羊的新婦不是個人，乃是整個教會，所以有種種其他
詞句代之，如『救主』、『牧者』、『守衛』等。台語聖詩即採用『牧者』的寫法。
本詩的最後一節，表示作者的堅強信仰，並對主的摯愛，始終不渝。
此詩如用於聖餐禮拜，亦頗為合宜，它能提醒救主所云：『這樣行以紀念我』
的真諦。
至於曲調部份，有人是採用 St. Peter 曲調(台語聖詩即是)，亦有採用 St. Flavian
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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