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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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由東部中會更生教會劉世春牧師前來請安、募款並主理一、二堂禮拜。
2. 本會陳祐陞牧師今日代表教會公報社前往淡水教會為文字事工主日募款，求
主保守他一路平安。
3. 本會訂今日第一堂禮拜後檢帳，請各單位、團契準備今年 1~6 月份帳冊、傳
票至 2F 小會會議室受檢。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顏美玲、賴麗月。
4.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
、
「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5. 第二期三福受訓隊員共十一人，已完成第十週課程，急需要有被探訪對象，
請兄姐提供尚未信主或受洗的對象，方便接受探訪者，名單請交給陳牧師、
蕭傳道或蔡文華長老。此次第二期三福受訓截至 7/10 共向 16 人傳講福音，其
中四人為基督徒，其餘 12 人均決志。
6. 七月 31 日為本會紅香紀念主日，當天何國誠牧師、林百合傳道將帶領紅香姊
妹教會及以便以謝教會之長執及會友前來本會聯誼和主領兩堂禮拜，會中做
請安及報告並安排有原住民歌舞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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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日(7/17)成人主日學在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0 章 38~4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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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盧金梅
高雅智

張榮璋/洪予恩
葉美玲/洪予恩

謝理明
許明暉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洪泰陽
洪泰陽

7/24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7 月第 3 主日(7/17)禮拜後舉行例會與慶生會，司會：王美莉長老，外出至台
中國立美術館參觀「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
，請欲參與者
向會長報名以便訂購餐點。
三、第二期三福訓練
1. 本週五(7/22)單元十–栽培初信，請學員背誦福音講述及邀請決志部份。
2. 本週五探訪四位，請隊長必須出來帶隊。
四、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陳潘藟姐妹、王新莉姐妹。
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靈人唱靈歌~演唱會」，台中聖樂團年度公演，於 7 月 17 日(週日)19:30，
在柳原教會開唱，歡迎大家攜家帶眷前來支持聖樂，得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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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中會傳道部訂 7 月 24 日(日)14:00~17:00 於豐原教會舉行長執訓練會，
主題：「家庭宣教」，講員：台南神學院院長王崇堯牧師。每人 200 元，向
蕭仁維傳道報名。
3. 水湳教會訂 7 月 31 日(日)15 時舉行林世杰牧師就任第六任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
4. 彰化教會訂 8 月 14 日(日)15 時舉行林家宏牧師就任第十三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
5. 高雄中會安生教會訂 7 月 31 日(日)15 點舉行方玉菁傳道師封牧暨就任關懷
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6. 臨安教會訂 7 月 17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第五任牧師江孟哲就任授職感恩禮
拜，地點：台南市議會 B1 會議室。
7. 台中市二區教會訂 7 月 30 日(六)下午 3 時於本會邀請鄭明堂老師主持「生
命詩歌分享會」專題分享，歡迎弟兄姐妹及聖歌隊隊員前來參加。
8. 「第三屆全國社青讀經營~自由與不自由間」
，時間：10 月 8~10 日，地點：
玉山神學院，費用：2800 元，7 月 31 日截止報名，線上報名系統
youth.pct.org.tw。
＊代禱事項＊
1. 為第二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的講師與學員代禱。
2. 為本會後壠子地段開發，已進入雙方合約協商最後階段，求主賜下智慧給參
與同工。
3. 為今年學校畢業即將進入社會或參加高中、大學聯考的學生代禱。
4. 為本次尼伯特強颱帶來災害之台東、高屏地區受災戶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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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台語) Khòaⁿ ah, góa beh ūi-tio̍ h Iâ-hô-hoa góa ê Siōng-tè ê miâ khí tiān,
hun-piat chòe-sèng hiàn-hō͘ I. (Lek-tāi chì-lio̍ k hā-koàn 2:4)
看啊，我欲為著耶和華──我的上帝的名起殿，分別做聖獻互伊。
（歷代志下 2:4）
(華語) 我要為耶和華－我上帝的名建造殿宇，分別為聖獻給他。
（歷代志下 2:4）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17(日)

7/18(一)

7/19(二)

7/20(三)

7/21(四)

7/22(五)

7/23(六)

經節

賽 25-27 章

賽 28-30 章

賽 31-33 章

賽 34-36 章

賽 37-39 章

賽 40-42 章

賽 43-4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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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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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人

四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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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7/23)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劉惠芳執事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杜勒」，司琴：簡安祺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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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7/24

陳祐陞

賜福氣的上帝

詩篇128:1-6

22

69
490
516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24

蕭仁維

但以理的禱告

但以理2:19-23
但以理6:26-27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7/27

陳正雄

活出智慧的
生命

箴言二:1-10
雅各書三:13-18

30

58、
412、418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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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聖神及咱作伙見證】

賽 32:15~20、徒 8:26~40

陳正雄牧師 2016/7/10

今年的五月 15 日是聖神降臨主日；這日又叫五旬節，這個節期對基督的教會
是無比的一天，這一天聖神以一種很特殊的方法臨到當時的基督教會。（參徒二
1~4）
在 151 年前的 1865 年聖神也帶領馬雅各醫師與助手陳子路、黃嘉智、吳文水
一同來台，另外有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的宣教師杜嘉德與英國聖經公會視察新開
拓地區分發聖經差派來台的 Alexander Wylie 也一同渡台。當年六月正式在台灣府
（台南）開始宣教。3 位助手中的吳文水是台灣教會及宣教師們長久思念的人物；
他沒有受過教育，是位喜食鴉片者，信耶穌之後，整個人都改變了。從此，他將
一生精力貫注於對主耶穌的服事，因而傳福音的方法和作代誌不斷地增加經驗與
熟練。起初只在顧守教室，漸漸成為宣教師們不可缺的助手。他熱心傳福音善於
勸導人，常常藉禱告引導人親近主。
就在南部設教五十週年的教會慶祝活動時收到馬醫生（當時 79 歲）的請安函
提到「十分感謝上帝，當時賜我一位可愛的同僚就是文哥，自始常與我同住，同
甘共苦。」這對台灣教會也是無比重要的時刻。在聖神降臨後的常年節期，讓我
們這漫長的節期中，在聖神使咱成為合一的信仰團體，更能明白上帝在世界中的
作為，並有能力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一、聖神在每個時代向人類顯明其真理和意旨的上帝。
我們常認為聖神降臨是在五旬節的時候發生的，這樣會使我們誤認聖神就是
在那個時候才開始存在，其實並不是如此，因為上帝是永在的父、子和聖神三位
一體。在創造時記載：「上帝的靈（SIN5）運行在水面。」（創一:2）在現代中文
譯本的附註：
「上帝的靈」或譯「上帝的大能」或「由上帝發出的風」或「令人畏
懼的風」。
從以色列歷史中的人物咱知，當約書亞被選為摩西的繼承人時，上主向摩西
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有個才能的（他的心內有聖神）」（民數記廿七 18）。但以
理為尼布甲尼撒解夢，因為：「伊的心內有諸個聖的上帝的神」（他有至聖神明的
靈跟他同在）（但以理四 8、9、18）耶穌升天後彼得起來發言說：「弟兄們！聖靈
藉著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關於猶大的事，是必須實現的：這猶大帶人逮捕耶穌。」
（徒一 16）另外藉最後選召的保羅，在他來到羅馬在傳講主的話，講：「「聖神用
先知以賽亞的嘴給恁的列祖所講的話是真著。去給此個百姓講：恁聽是欲聽，也
攏 曉悟；恁看是欲看，也看攏 見；因為此個百姓心鈍，耳孔重，目睭放瞌
(khoeh；驚了 用目睭看見，用耳孔聽見，用心曉悟，來越輪轉，我就醫好 。
所以恁著知，上帝此個拯救，已經施行外邦， 亦欲聽受。」
（徒廿八 25~28）展
開用福音在外邦的見證。
這些記載都在告訴我們，聖神在每個時代中間，顯明其真理的確據。
二、聖神成為一切啓示的根源。
當耶路撒冷的教會遭受極殘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猶太和
撒瑪利亞各省去。
（徒八 1）因為聖神的感動使腓利得到主的天使告訴他說：
「你動
身向南走，到那條從耶路撒冷通往迦薩的路上去。」（這條路已經荒廢了。）（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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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6）就在如曠野的路上遇到了埃提阿伯的太監。在他不明白所唸以賽亞所記載
有關耶穌的福音。腓利一一講解有關耶穌的福音，使他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兒子。
然後受洗滿心快樂。（參徒八 26~40）聖神也感動彼得，把福音傳給哥尼流：羅馬
的一位軍官，使外邦人接受聖神，聖神指示，彼得前往哥尼流的家。並使他的全
家信主（參徒十 1~十一 14）然後，耶路撒冷的會議解決了外邦人免受割禮的困擾，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得救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徒十五 11）這些記載是早期
教會，在聖神引導下的啓示，作了許多偉大的決定，而進行許多重要向外邦人宣
教的路徑。
三、聖神是咱每天勇氣和能力的泉源。
在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但是上帝要再次差遣他的神來到咱中間，荒蕪（曠野）
的土地將成為肥田（田園）
；肥田（田園）成為茂林。
（賽卅二 15）今早聖歌隊唱”
著來看百合花，田野之百合花，著來看百合花，就知上帝所做”（馬太六 28~30）
主耶穌在他被接上天前，曾對當時聚集的人們說：
「獨獨聖神臨到恁的時，恁欲得
著才能（能力）。（徒一 8）因而使彼得彼時互聖神充滿，對 （公會）講。（徒四
8）在得著解救後。祈禱息，聚集的所在大振動，眾人攏受聖神充滿，好膽講上帝
的道理。（徒四 31）
第一位殉教的司提反，他受恩典及才能滿滿，行大的奇事神蹟佇百姓的中間。
（行傳六 8）在他殉教那時，他互聖神充滿，注目看天，看見上帝的榮光，耶穌徛
佇上帝的大旁。殉教的那一刻呼求說：「主耶穌啊，求你接納我的靈魂。」又說：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 ！」講息，就睏。
（參徒七 55~60）我們知道初代耶路
撒冷教會，曾差派巴拿巴去安提阿。因為伊是好人，有聖神及信滿滿（徒十一 24）
佇安提阿教會中， 服事主和禁食的時，聖神講：
「著給我分派巴拿巴，掃羅，來
成我召去 擔當的工作。」對按呢禁食祈禱，用手按 ，就差 去。
（徒十三 1-3）
他們就繼續在外邦人中宣揚福音。
就如先前使徒受迫害時，彼得和眾使徒雖被下監，但是上主的天使帶他們出
來。他和眾使徒回答：
「順從上帝，勝過順從人，是合宜的。」阮是為著諸個事做
干證，上帝所賞賜互順趁伊的人的聖神也做干證。（參徒五 17~32）
最後這也是告訴我們一個誠實且願意行上主旨意的人，必會體驗到更多聖神
的奇妙作為。你認為呢？（服事的經驗，陪伴兄姐走人生之路）
，求聖神幫助咱兄
姐在生活中作伙見證主在每個人身上的拯救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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