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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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期三福受訓隊員共十一人，已完成第十一週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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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共向 24 人傳講福音，其
中六人為基督徒，其餘 18 人均決志（決志率 100%）。
2. 七月 31 日為本會紅香紀念主日，當天何國誠牧師、林如珠傳道將帶領紅香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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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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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彩，歡迎弟兄姐妹及聖歌隊隊員前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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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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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成人主日學在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1 章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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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高雅智
洪泰陽

葉美玲/洪予恩
胡翠峯/洪予恩

許明暉
廖寶蓮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洪泰陽
高雅智

7/31

二、第二期三福訓練
1. 本週五(7/29)單元十二–處理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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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 林尹晨小朋友、陳潘藟姐妹。
四、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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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姓教會訂 8 月 7 日(日)15 時舉行陳立德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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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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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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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會主日學「暑期兒童營」代禱。
3. 為今年學校畢業即將進入社會或高中、大學的學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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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í tio̍ h choan-sim óa-khò Iâ-hô-hoa, M̄ -thang óa-khò lí ka-kī ê gâu.
Tī lí it-chhè só͘ kiâⁿ ê sū lóng tio̍ h jīn I, I beh chí-tiám lí ê lō͘.
(Chiam-giân 3:5-6)
你著專心倚靠耶和華，呣通倚靠你家己的 ，佇你一切所行的事攏著認
伊，伊欲指點你的路。（箴言三:5~6）
(華語)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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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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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24(日)

7/25(一)

7/26(二)

7/27(三)

7/28(四)

7/29(五)

7/30(六)

經節

賽 46-48 章

賽 49-51 章

賽 52-54 章

賽 55-57 章

賽 58-60 章

賽 61-63 章

賽 64-66 章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7/30)早上 08:10 禱告會由蔡宗良執事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拉蒂默」，司琴：陳慧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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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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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何國誠

上帝的戰士

以弗所
六:10~17

-

513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31

林如珠

一起經歷生命

歌羅西三:15
加拉太六:2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8/3

胡翠峯

恢復教會的
功能

路加十七:1~4

38

164、
412、514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三:11-12a

＊聖詩探源＊
聖詩第 69 首 我的心神你當唱歌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Johann Ludwig Steiner(1688-1761)
作詞／明有德牧師 Hugh A.Macmillan(1892-1970)
明有德牧師為加拿大籍傳教士，來台宣教共計有 38 年之久，對教會以及社會
的貢獻非常大，對聖詩亦頗有研究，曾以白話字著有“聖詩詞曲作者介紹”，是
為紀念台灣宣教百週年而作。
明牧師出身於農業世家，母親在他 13 歲時便逝世了，家境清苦。他於師範學
校畢業後，在家鄉附近一所公立學校擔任小學教員，等賺夠學費，再繼續唸大學。
1921 年，獲得文學士學位，在校成績優異，校方擬請當助教，但他卻立志獻身於
長老會海外宣道會，故遂進入 Knox 神學院深造，於 1924 年受派成為宣教師，時
年 32 歲。是年 8 月 2 日結婚，隨後到台灣蜜月，從事傳道工作直到 1962 年退休
才返加拿大。1970 年 4 月 29 日逝世，享年 79 歲。
明牧師在台期間，非常關心青年的活動，例如非常擁護現今台灣教會之先輩
陳溪圳牧師等人，在青年時期極力的從事南北教會合一的運動，使教會青年團聚，
不分界限。楊士養牧師曾說：
『明牧師不是普通牧師，顧名思義，確實是位明明有
德行之牧師，值得我們敬仰。』
本詩內文是由他從詩篇 106 篇“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
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改寫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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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5+2≧5000】

馬可福音六:30~44

劉世春牧師 2016/7/17

壹、引言 (請您向鄰座兄姊請安:”真歡喜，看到您”)
５餅２魚的神蹟故事，是唯一在四福音書都有記載的故事，讓我們可以參
照，更整全的來了解事件的原貌：耶穌的學生在傳福音後，與耶穌聚集原本計劃
到曠野準備要休息之際。卻意外的蹦出突發的行程，眾人簇擁耶穌，就此展開了
一場生命的對遇！
聖經描述附近許多人看見耶穌和學生就來跟隨祂，致使原本僅是單純師生會
竟(分享並檢討近日所遇到有關傳揚福音及約翰受難的事件)在耶穌師生一下船
後，就被眾人包圍了進而轉變成一場培靈會！
在眾人渴慕，耹聽耶穌的教導，期待能領受從耶穌所帶來上帝的恩典和賜福，
時光怱逝，學生提醒耶穌「請解散眾人，因時間已晚、這裡是曠野，讓他們到周
圍的村莊買食物吃。耶穌跟腓力(約六 7)說：
「你給他們吃」
，他回覆耶穌：難不成
用二百個銀子去買餅來給他們吃嗎？耶穌說：去找尋有何食物？不久回報，說：
「這
有５餅，２魚」 (約六 8 特別提及這是由安德烈所尋到是一位小孩所獻上的)，他
帶他到主的面前。耶穌手拿５餅２魚，要門徒先指揮群眾有些一排坐 100、有些一
排坐 50。然後向天祝謝，來擘開餅和魚，然後交給門徒再分給現場的群眾，他們
全都吃飽，並將所剩的餅碎魚屑，撿滿 12 籃，點算在場的人，經上說：吃飽的男
人有五千人。
在耶穌的祝禱下，眾人得到餵養且得飽足的神蹟故事。這是牧師今天要與大
家學習的生命課題! 5+2≧5000 這在數學列式上，它是不能成立的 ”此題無
解”！那如何來解題？
試問剛才提到的數字(2、5、12、50、100、 200、5000)這些數字皆未超過
5000，何來大過 5000 呢？V.44 在當時婦女及未滿 18 歲都不被數算，所以扣掉婦
女、小孩尚有五千人。

貳、本論
從故事我們學習到，有耶穌的地方是就有平安、且得著豐盛與滿足，為什麼？
V.31、32、36 三次提到耶穌所在之地是曠野，然而 V.39 讓眾人一排或一列的坐著，
卻是青草地。各位，詩篇 23 篇：
「耶和華……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原本是曠
野地，有耶穌就曠野變成青草地，在這裡有餵養和供應，因為祂是耶和華以勒的
上帝，這是何等的讓人激勵與興奮!
故此，以這經文來與我們共同來學習：
第一、生命的”動機”(是渴慕，更是憐憫的)
試問，你為何來此？一定有你的動機，是要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團契互動，在
生命裡必須來到上帝面前重新領受新的力氣。
這群人，在他們的經驗中他經驗(看、聽、摸……)到，就是他們曾看到、聽
過，甚至有人是當事者身歷其境!他們能感覺到祂的教導不同於經學教師、法律賽
人、祭司……等宗教領袖，因為祂的話帶權柄、帶能力！
先知阿摩司說：
「人飢餓不是因為沒食物、人口渴不是因為無水可喝，是因為
心裡沒上帝的話(摩八:11) 」！所以論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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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當日的群眾，他們心理或許是受創傷期待得到上帝的安慰、遇到挑
戰期望上帝的話能成為他們的力量，心靈欠缺期望上帝的話能堅定他們的心志。
他們盼望再次找到生命的動力，這是他們動機！
其次，耶穌的動機：耶穌出去看見群眾(V.34)，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好像
羊無牧者，就教導、安慰他們。讓他們的領受到從天而降的安慰與扶持，並看見
上帝的榮光與恩典。因此，我們經由過這個圖像，可以看到，當人渴慕尋找上主
的時，必得見；叩門!就為你們開、尋找，就得遇見!請記得，我們渴慕的動機會
讓耶穌停下腳步，會改變上主的心意！
第二、這是愛疼與信心的行動(活出愛，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當有了動機，緊接著要有行動。約翰福音六章 9 節：一個孩子說：
「我這裡有！
５餅２魚」這是一位孩子將便當擺上，相信這位孩童在當下聽到耶穌的教導：”
愛人如己，給別人的比拿人的更有福氣”，單純的他，就實踐在他回應的行動上。
所以當學生問：是誰有食物可分享的時候？孩子隨即回應”這有５餅２魚”！在
一般人眼裡是沒什麼，但是在上帝的面前這是不一樣的，這並非微不足道。
約翰福音清楚指出是安得烈帶小孩來到耶穌的面前。他清楚知道耶穌接手，
當下將有大事要發生，他確信～耶穌會成就大事。果然，就在耶穌向天祝謝後，
通過學生的服事，他們照做成為祝福的管道接傳食物、眾人領受到一頓豐富恩典
餵養。
第三、愛的分享成就了共鳴的愛
到底什麼原因能讓這麼多的人吃飽？是上帝開天上的糧庫傾下的嗎？我確信
上帝能！上必能如此的解決當下的困境。然而，我們試想！當一個小孩帶五餅二
魚時，其它人、大人身上都沒帶食物嗎？
有人說約翰福音說的是５塊大麥餅、２條魚!？各位，它不是很大的麥餅，希
腊原文給我們明示：1.大麥餅是用大麥作的餅；2.魚是塩漬的小魚。聖經學者，
亦曾推論那日當孩子願意拿出他的便當給耶穌時，激勵了大家也願意一起共鳴來
分享。
因此，這個神蹟的故事，耶穌改變的不僅是５餅２魚的質與量，耶穌同時改
變人的心，讓人願意將自己的所有來分享。活出愛，讓自已成為別人的祝福。

參、結論
從５餅２魚看見上帝的恩典，人有限的奉獻上帝沒有輕看，記住卑微的服侍
卑微的奉獻，各位當有限的你和我願意擺上時，上帝恩典的賜福會臨到你身上。
誠願我們勇於將所僅有的擺上，交在那豐富的神面前、祂必帶領我們領受祂為我
們所預備豐盛的恩典。
5+2=7 極奇簡單數學列式，但是在上帝面前卻成為 5000。是七的 714 幾倍，
上帝的恩典要在你我生命當中，只要願意出來服事、活出愛，讓自己成為別人的
祝福。最後當切記 5 餅 2 魚，在你的手中就這麼多，但當您願意分享出來，讓它
在上帝的手中，你將經歷如今日所領受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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