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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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台中市十字園第 11 屆董事（2017.7.1~2020.6.30）
：王文良、何啓光、洪添裕、
楊凱成、劉雅玲。委員：卓聖育、徐澄榮、葉美玲、蔡宗良。
＊通知事項＊
1. 本會今年海外短宣團有五人參加，將於八月 5 日~12 日到緬甸東枝、臘戌兩地
義診短宣，並探訪東尼學生中心（孤兒院）
，請大家關心並為東尼學生中心院
內 44 名學童伙食費、協助一名傳道師謝禮及該院圍牆工程奉獻代禱。
2. 七月 2 日召開長執會，請各委員會及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硬體整修小組於
會中提出各項計劃報告。
3. 本會鍾雅鈴姐妹的母親鍾吳寶珠姐於 11 日蒙主恩召，享年 74 歲，並已於昨
日(17 日)在本會舉行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4.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 6 月 27 日(二)18:30 於柳原教會召開第 10 屆第九次董事、
委員聯席會議及新舊任同工（第 10 屆董事–王文良、洪添裕、陳麗惠、
楊凱成、詹淑靜、蔡文華；委員：王啓明、江幸和、徐澄榮、葉美玲。
第 11 屆董事–王文良、何啓光、洪添裕、楊凱成、劉雅玲；委員：卓聖育、
徐澄榮、葉美玲、蔡宗良）介紹、選舉、事工研討會等，請董事、委員同工
撥空參加（備有晚餐、便當）。
5. 「設教 120 週年紀念冊編輯小組」訂 6 月 24 日 09:00 召開會議，請陳祐陞牧
師、執行編輯蕭仁維傳道、社區幹事蔡文華、編輯委員：劉惠芳、何中亨、
劉美緻、楊凱成、美編：余牧茵出席參會。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第三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6/23)單元(十一)：招募新人，請學員晚上 8 點上課。
二、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感謝圖書館志工奉獻服務，因部分志工生活作息變動不能繼續值班，擬徵求
圖書館志工若干名，服務時段為週一 12:00~14:00、週六 12:00~14:00，服務時
段徵滿為止，有意願者請向辦公室或圖書組留下聯絡資訊。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週主日(6/18)禮拜後於長執會議室召開六月份例會。例會主題：「夏日裸
妝趴！」，主理人：郭紫筠姐妹，司會：朱昌美姐妹。
2. 請自備小鏡子及簡單的彩妝用品；現場由專業美容師提供個別教學喔！歡
迎大家一起參加～
四、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6/18)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羅馬書 5 章 1~8 節。
2. 兒童夏令營–「英雄練習曲~無名英雄聯盟」，時間：7 月 3~8 日(一~六)
17:00~20:40，對象：國小一年級~國小六年級，班別：太鼓班(已額滿)、
街舞班、超輕紙粘土班(已額滿)。費用：300 元/人。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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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蘇瓊觀姐妹、張瑞潮姐妹。
六、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今日(6/18)禮拜後 10:45 於 2F 練唱室舉行聯誼會，專題：「當今金融經濟及財
稅相關問題」，主理：何啓光執事。請兄弟姐妹留下參加。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於 6 月 21 日上午 09:30 舉行 2016 學年度下學期結業感恩禮拜，
主禮：陳正雄牧師。
2. 2017 學年度上學期上課時間：9 月 5 日~12 月 20 日，請兄姐踴躍參加。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徵文活動–幸福在我家，即日起開始收件，6 月
30 日截稿。參賽作品請以 word 電子檔格式投稿，將檔案寄到
women@mail.pct.org.tw。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內即將期末考試及今年參加高中、大學聯考的考生代禱。
2. 為此次梅雨帶來的受災戶代禱。
3.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及探訪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許榮祥執事、蔡伯煉執事、
陳春生兄、洪盧有蘭姐、張瑞潮姐、林義耕兄。
＊本週金句＊
(台語)Kèng-ùi Iâ-hô-hoa sī tì-sek ê kun-pún; Gû-gōng ê lâng biáu-sī tì-hūi

kap kà-sī. (Chiam-giân1:7)
敬畏耶和華是智識的根本；愚戇的人藐視智慧及教示。（箴言一:7）
(華語)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言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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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由
劉惠芳執事介紹「孫理蓮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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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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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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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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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箴言 10:22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6/18(日)

6/19(一)

6/20(二)

6/21(三)

6/22(四)

6/23(五)

6/24(六)

經節

王上 8-10 章

王上 11-13 章

王上 14-16 章

王 17-19 章

王上 20~22 章

王下 1~3 章

王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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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林耀星

某人有二個子

路十五:1~3、
11b~32

9

42
245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25

林耀星

某人有二個子

路十五:1~3、
11b~3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28

蕭仁維

看顧孤兒寡婦
的上帝

創世紀21:8-12

6

55、297、
513

同上

＊上週講道＊
【論小事情的大重要】
亞四:6~10、路十六:1~13
陳正雄牧師 2017/6/11
「是誰看輕此個小可事的日啊？此七個是耶和華的目睭，往來佇全地，看見
所羅巴伯的手提繩線就歡喜。」(撒迦利亞書四:10)在 2005 年 5 月 12 日的護士節，
彰化基督教醫院舉行台灣國內首座紀念護理人員的公園。由 96 歲的老護士及中、
青三代護士代表剪綵下啓用：彰化基督教醫院「巫瑪玉紀念公園」
，該公園在彰基
兒童醫學大樓後方。一方面肯定護理人員默默奉獻的精神，同時也是彰基獻給全
國護理人員的護士節禮物。
每年六月就是紀念台灣宣教重要的月份。剛好今年的拜六查經祈禱會，主理
人員從台灣宣教歷史中的人物，一點一滴匯成歷史的大海。
1.巫瑪玉（Marjorie Brooking）是什麼人？
她是在 1933 年 9 月初秋受到英國長老教會派遣來台灣的傳道護士。她心懷基
督的愛，離開從小生活的英國及她的雙親。隻身遠渡重洋前來彰基服務，代替烈
以利（Isabel Elliott）護士，擔任開刀房護士工作。隔年夏天鳳凰花開的時分，正
是當時台灣流行疫情氾濫的季節。繁忙的醫療工作累壞了護士們。她感染了熱病，
陷入重症，幾經搶救再多的不捨也無法挽回，終於在 1934 年 6 月 28 日安息了，
並安葬在台南市基督教公墓。消息傳到英國，她的雙親悲痛萬分；然而，令人感
動的，這對夫婦把他們為女兒準備結婚的基金，對愛女的思念捐贈當時最新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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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用”無影照光燈”，也是台灣第一台” 無影照光燈”。這種無國界有耶穌基督的
愛心，像鳳凰花每年都在台灣的土地上火紅熾開。她因為愛台灣，生前向蘭醫生
表達不願離開，要留在台灣。若是一般的人，包括家人的反應可能會產生很大的
衝突。雖然對她來說是小事，對基督教醫院卻是一件重大的啓示。
2.一個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路十六 10）台灣教會首任的
宣道宣教師李庥牧師，他在蘇格蘭的大城市格拉斯哥大學畢業，因為決志往中國
宣教，就前往倫敦長老教會神學院就讀。在他三年級時原來受派要來台灣協助馬
雅各醫生的馬遜牧師（Rev. David Masson）從船上被大海浪捲走，殉難於南中國
海。
英國海外宣道會找不到適當接任者，就選李牧師在他三年級結業時，就差派
他取代因「死的洗禮」而殉教的馬遜牧師。在 1867 年 12 月 13 日 27 歲的李庥牧
師（Rev. Hugh Ritchie）和已有身孕的牧師娘，經過 142 天的航程到達打狗（高雄）
，
受到馬醫生和眾信徒們的歡迎。馬醫生才能在 1868 年 3 月到香港與未婚妻 Miss
Mary Goodall 結婚。1868 年因英商走私樟腦，引起台灣人排斥洋教，在馬醫生結
婚不久，發生高長傳道被誣控秘密殺人，埋骨於禮拜堂地下，埤頭（鳳山）禮拜
堂受搶奪燒毀事件。後來清朝與英國協議如下：
(1) 廢止樟腦官營，外國人及僱用者得自由收購。
(2) 商人因商業遊覽或其他必要欲旅行台灣各地時，道台應發給護照。
(3) 賠怡記商行樟腦損失六千元。
(4) 賠新教教會財產 1167 元。
(5) 撤換道台及鳳山鹿港知縣，懲處各地擾事兇手。
(6) 告示民眾嚴禁誹謗基督教。
(7) 承認傳教師在台灣各地有傳教居住之權。
因此，馬醫生看出回台灣府的機會來到，他將打狗一帶的工作交代給李庥牧
師負責，醫院就把高雄外國商行請來的萬醫生（Dr. Patricle Manson）暫時的幫助。
打狗宣教中心因而重整，在 1869 年 1 月 31 日
埤頭（鳳山）教會的重建。然後
就以阿里港（里港）為新據點傳福音給台灣南部極端保守的漢人中。
A.李庥牧師為人忠誠，體貼寬宏，勤勉節儉又熱愛事工，給了我們後輩傳福
音很好的典範。他開拓了十多間教會，又要牧養打狗宣道區中的旗後醫館，還要
巡視馬醫生所開創府城教會與東邊山岡木柵，拔馬，崗仔林及柑仔林等教會，走
到腳底成泡也毫無怨言。就如保羅在林後十一 28~29「除去諸個外事，猶有一項逐
日壓我，就是替眾教會掛慮。是誰軟弱，也我無續軟弱啊？是誰著觸，也我的心
無親像火 啊？」
B.李庥牧師勤學向上，常研讀台語漢文也努力學習客語，因為杜君英和南岸
是客家教會，同時也注重傳道人才的培養，1870 年在旗後創辦傳道師養成班，有
七名學生：彭根源、黃深河、雷金、胡古、吳葛、林華和劉沃等個個都是宣教開
拓期的傑出傳道者。1876 年台灣府和打狗兩宣道區合併，旗後傳道師養成班的學
生搬來府城成立大學就是現今的台南神學院。
C.鼓勵偕牧師到北台灣宣教：1871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任中國宣教師偕叡理
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主的靈引領來台灣在打狗上岸，
前往阿里港（里港）拜訪李庥牧師，大受歡迎並同工達兩個月。李庥傳授偕牧師
在台灣宣教的要訣，又建議偕牧師到北部–福音空白的區域傳教，好讓全台歸主。
就邀請在府城的德馬太醫生，三人搭船北上，1872 年 3 月 9 日從淡水上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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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的佈局。李牧師要步行回南部，偕牧師陪他順道巡視英國
長老教會佈教最北區域的中部山地教會群：大社、內社、埔社的烏牛蘭（愛蘭）
等教會。然而第三天李牧師瘧疾復發只好坐轎，在巡視中，李牧師與偕牧師初步
決定以大甲溪為界，溪北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道區，溪南為英國長老教會的宣
道區，才有南、北部之分。
D.李庥牧師也是第一位到「後山」傳道的牧師。1875 年 3 月 14 日由東港教會
的長老陪伴，搭船前往當時仍受管制的後山探訪傳道，途經寶桑（台東）
、蟳廣澳
（成功）
、彭仔存（城山）傳道後，4 月 23 日回來完成第一次東台灣的宣教。1977
年阿里港（里港）的信徒張源春搬家到後山，寄居在蟳廣澳，石雨傘社頭目的家，
以祈禱水點起東部三個福音的燭台：蟳廣澳（新港）
、觸階（加蜜山）和石牌（富
里）。
E.李牧師與師母有「疼厝邊親像家己」的心切，常以物品關照貧苦家人，暗
中以金錢幫助百姓的欠缺，尤其對婦女卑微受束縛，重視婦女教育。婦女是家庭
信仰的中心，而創設「女學」和「女宣」
，而「女學」入學的唯一條件是「敲開縛
腳」，解開兩性關係上所受千餘年的束縛。
可惜 1879 年 9 月 20 日李庥牧師熱病復發，雖經安彼得醫生全力救治，仍於 9
月 30 日下午三點蒙主恩召。一生為台灣，以卅九歲之英年，病逝於新樓宿舍。這
些事工對他來說是小事，對台灣在宣教事奉更是一件重大的貢獻，尤其接著一百
多年來歷代上帝所揀選的僕人更是獻身重要的典範。而聖歌隊今早所唱聖詩 285
首是他一生與師母的生命見證。
3.一滴一滴的水詩歌作者的見證：
在十九世紀末，位於美國波士頓的一位主日學老師 Carney 女士，在她 22 歲
時代職的學校演講，作了這首詩和學生們一起唱，人常以為這是兒童詩歌，卻也
是成人要明瞭的道理。後來在英國倫敦的 Brewer 牧師，在 1848 年讀到 Carney 女
士所作這首詩，受到很大的激勵，抄下第一節外自己又作了另外四節歌詞。主要
用意，無論任何大工程都有小小的開始，雖然進步很慢，若努力與忍耐到最後必
會有成就。
回想咱教會在 2014 年 7 月 6 日第六次小會同意籌組兒童合唱團。在同年 8 月
28 日召開籌備會議，決定名稱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2015 年 2
月 23 日舉行合唱團成立感恩禮拜，當晚出席 123 位小朋友、家長與同工們，3 月
2 日開始練習，指揮：林欣瑩老師，伴奏：呂瑞芬老師，及同工們的陪伴和家長的
熱心。到今年母親節及聖神降臨主日的獻唱；就如 416 首第四節「人行小許仁愛，
愛人雖有限，功效不是小許，使地變做天。」第五節「真細漢的囝仔，行極小的
好，亦能利益真大，使主可讚美。」許多聽小朋友唱的錄音都肯定唱得很好聽的
見證，願一切榮耀歸於天父上帝，讓更多尤其未信的家長得到福音的感動，讓福
音因此得以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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