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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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本會聖歌隊謝光亮醫師的公子謝天仁弟兄與王靜涵姐妹於昨日下午在教
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願主賜福他們的家庭。
2. 三福訓練本週五(6/16)探訪，請劉美緻、羅寶玉、廖寶蓮三位隊長帶領，時間：
晚上 8: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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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選舉、事工說明會等，請董事委員同工撥
空參加（備有晚餐、便當）。
4. 台中中會二區區會 6 月 15 日(四)上午 10 時在大慶教會舉行，本會由陳牧師、
蕭傳道及卓啓煌長老三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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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單元(十)：栽培初信，請學員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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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7:00；週六
12:00~14:00、14: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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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6/1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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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300 元/人。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六月第 2 主日(6/11)松年團契例會，例會改由徐澄榮執事信息分享。邀請兄
姐踴躍參加。
2. 會後並舉行慶生會，六月份壽星如下：林啓超兄、紀明進兄、朱昌美姐、
陳蘇季珠姐，祝壽星們生日快樂。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
慮。】(箴言 10 章 22 節)
五、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6 月 18 日禮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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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陳世學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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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豐東教會訂 6 月 11 日(日)15:30 舉行第四任牧師莊証評就任授職禮典。
2. 玉山神學院訂 6 月 14 日(三)19:00 舉行 2016 學年度下學期結業禮拜暨副院
長秦明盛牧師退休感恩禮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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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7 月 29~30 日(四~五)舉辦靈修旅遊，地點：拉拉山，
費用：3000 元(2 人房)，2800 元(4 人房)，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5 日截止，
報名電話：2316-3066 鍾日曜。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 2017 年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代禱。
2.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及探訪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
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姐。
＊本週金句＊
(台語)Iâ-hô-hoa pó-hō͘ chhut-gōa lâng; Hû-chhî ko͘-jî kóaⁿ-hū; To̍k-to̍ k
pháiⁿ-lâng ê tō-lō͘, hō͘ i oan-khiau. (Si-phian146:9)
耶和華保護出外人，扶持孤兒寡婦，獨獨歹人的道路，互伊彎曲。
（詩篇146:9）
(華語)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詩篇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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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由
蔡宗良執事介紹「明有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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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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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長執

＊下週金句＊
箴言 1:7

2

6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6/11(日)

6/12(一)

6/13(二)

6/14(三)

6/15(四)

6/16(五)

6/17(六)

經節

傳 4-6 章

傳 7-9 章

傳 10-12 章

歌 1-4 章

歌 5~8 章

王上 1~4 章

王上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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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詩篇廿三:6

6

27
303
511

尼西亞
信經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18

陳祐陞

恩典與慈悲的
確隨我到一世
人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18

蕭仁維

福與禍

路加6:17-2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21

胡翠峯

但以理的勇氣

但以理書
一:1~21

10

72、482、
508

同上

＊上週講道＊
【慈惠的繩仁愛的索】
何西阿十一:1~9
陳祐陞牧師 2017/6/4
今天咱很歡喜來到上帝的家在此欲領受祂欲互咱的祝福，但願聖神幫助咱向
咱說話。何西阿是主前 720 年的先知。何西阿書受稱為耶和華的哀歌，為什麼上
帝會悲哀？因為上帝的疼受以色列百姓拒絕，上帝的百姓對祂不忠心。咱一生曾
經驗上帝的疼及人對咱的疼，總是你不知曾經驗過咱的疼受人拒絕的痛苦嗎？當
你欲疼一個人，總是對方拒絕你的疼，那種痛苦有時互人很困難忍受。何西阿書
即是按呢。請你打開十一章 1~4「以色列做囝仔的時，我疼伊，閣召我的子出埃及
地。2 愈叫 ， 愈走開，獻祭佇諸個巴力，燒香佇偶像。3 我教以法蓮學行，牽
伊的手，總是 呣知我醫好 ，4 我用慈惠的索及仁愛的帶牽 ；我款待 親像對
牛的頷頸解開 的夾板，用糧草下佇 面前。8v 以法蓮啊，我豈可會棄拺你？以
色列啊，我豈可會將你交互人？」這就是上帝疼的哀聲，上帝悲哀的呼叫。在何
西阿書裡面有用二種關係來形容上帝與咱的關係，第一種就是丈夫與婦仁人的關
係，這種關係咱都會當經驗到。丈夫與婦仁人的關係應該是知己，親密、可靠，
永遠不改變，信實、憐憫的疼，上帝這位創造者，在此說到這呢坦白。用咱所會
當了解的話來向咱說”我聘你永遠做我的婦仁人”。上帝第二個關係是用父子的關
係，用很簡單咱會當了解說”祂給咱背、給咱抱，用索用帶給咱牽來歸祂。”咱中
間若較有歲數的媽媽以前帶囝仔都曾用過背巾，西方人沒在用背巾，我不知背巾
是否從日本傳來的，用背巾給囝仔背著，頭前有跑出兩截，做工作流汗，拉起來
拭汗，或是傷心流淚，拉來拭眼淚，帶綁得很緊很好勢，將老母與囝仔綁作伙。
上帝在此所說的即是按呢，用背巾給咱背著，互咱來歸向祂來屬佇祂，說疼咱親
像老父教子學行路，一步一步牽你行，閣給你飼，用父母疼子兒那款的疼來表明
上帝疼你。總是可惜，人對上帝愛的回應，卻是互上帝傷心透到底，致教在第一
章上帝向何西阿說”我的百姓互我傷心到底，我用各種的方法疼他們，要求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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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我身上，但是他們無，所以我不再愛他們啦”，上帝在很生氣的時，就發出這
款的聲音”不愛他們啦！”總是雖然在這款不欲閣疼他們的中間，在何西阿書中還
閣有上帝疼的信息。上帝叫何西阿去娶一個沒忠心的婦仁人，娶歌蔑做某，這個
婦人給何西阿生三個囝仔，第一個子上帝叫何西阿給取名叫耶斯列，意思是說「上
帝不久欲給你審判」，設使你有一個子名叫審判，你逐日叫他「審判，審判過來」
你的心有什麼感觸感覺說上帝欲審判你，上帝的慈愛、憐憫已經離開你，你的心
會很艱苦，你有世界的一切也沒路用，因為上帝的審判快要臨到。第二個女兒叫
羅路哈瑪，意思是上帝沒欲閣憐憫，上帝已經不再等候你，第三個子取名叫羅阿
米，意思就是你不再是我的百姓，我不再作你的上帝，已經與我沒關係啦。就是
因為上帝傷心到底，用這三個子的名來表示上帝與他百姓的關係。
雖然在第一章上帝是按呢說，你看上帝用很嚴格的方法來刑罰他的百姓，目
的也是為著欲導他們回心轉意。上帝放慈惠的索，仁愛的帶，在咱的身上，永遠
不會放棄咱。以色列百姓向上帝的心態在何西阿書中間有用 7 個所在來代表，以
色列人心態(一)四:16 以色列硬鼻親像硬鼻的牛母（和合本是用倔強）
，心剛硬照自
己的意思，我欲按呢就是按呢，上帝的警戒聽不進去。(二)七:4 以色列親像在燃料
的火爐。火爐本來是有路用，總是在此在燃料的火爐是表示人的慾望、情慾在燃
料、在犯罪，火熱欲犯罪的心。(三)七:8 以法蓮親像無過反的餅。什麼叫做無過反
的餅？當人在煎餅的時，你若沒把它反轉會按怎？一面是臭火乾，一面是無熟，
意思就是以色列在一方面很會做，很熱情，祭獻、奉獻、敬拜、守節期、禮儀、
守律法他們攏真會曉，總是另外一方面很冷淡，型式很會做，總是無心，只有是
表面的這叫做無過反的餅。(四)七:11 以法蓮親像鴿仔，愚蠢無知。沒智慧不會思
想，上帝互咱有理性，有思想，上帝互你會曉想，想說到底我是從叨位來？我死
了欲去叨位？人生有什麼意義？人活在世間有什麼目的？你會曉想，總是以色列
人不會。(五)七:16 以色列人親像反輪轉的弓。咱知欲射箭的時目標要描好勢，才
會射中目標，不過弓若是變形，你無論瞄多準，射出去的箭也是歪的。意思是人
的心若不純正，所行所做就偏離正軌。(六)八:9 以色列親像一隻野驢，無法度控制，
無度約束。(七)十:7 以色列親像水面的泡，泡沫浮在水面何時欲消失沒人知，人生
若是親像一個泡沫沒有什麼路用，親像咱在說經濟泡沫化，看起來好親像不壞，
何時消失不知，總是空的。何西阿先知在此用 7 個描述來描寫上帝在遐給他說我
的百姓就是按呢。
上帝的哀嘆向以色列人來發出，總是上帝的疼猶原存在不能無去。在何西阿
中有一字一直在重覆希伯來語叫做 Heset，就是丈夫對婦仁人永遠不會改變的疼，
heset 也就是上帝疼咱那種穩定、堅固、可靠的疼。不是用嘴說的而己，是那種彼
此知道我信任你，你信任我，那種可靠的愛。上帝說他欲用那種永遠不改變的疼
來疼咱。
上帝疼的呼聲今天向咱發出的時，咱的反應是按怎？在整本何西阿書上帝稱
以色列百姓為他的子民。當時的世界有三個強國，上帝卻是沒揀那些人來做他的
百姓，有埃及，他們所誇耀的是他們的文明及藝術，埃及的建築是非常出名；有
亞述，所誇耀的是他的武力軍隊；第三有非尼基，腓尼基的商船帶來極多的財富。
當時世界有這些強國，總是上帝沒揀選這些，卻是揀選以色列一個卑微的民族成
為祂的選民來疼他們，欲通過這個民族來互全世界知上帝的疼。相款今仔日上帝
揀選咱，不是因為咱比別人較好，卡 ，是因為上帝無條件來疼咱，這款的疼有
常常感動到你的心嗎？為什麼我今天被揀選做基督徒？為什麼今天我有權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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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這位宇宙創造者做阿爸父上帝，為什麼我一個罪人會當來坐在聖殿，受上帝的
接納？攏是因為上帝無條件的疼，當這種的疼繼續感動你、激勵你的時，你才會
當用疼來回應上帝。
我記得我小漢的時住大全街，阮厝對面有一間印刷店，有一個 20 多歲的青年，
他的工作就是專門刻鋼板字，50 多年前印刷還不像今天這麼發達，他整天坐著刻
鋼板字，身體很歹，後來我母親傳福音互他，引導他認識這位上帝，上帝的疼臨
到伊來醫治伊，這個青年後來去讀神學院，成為傳道人。伊曾對人見證說”親像他
這種人，從很鄉下出來，身體又這呢歹，上帝竟然認識我，醫治我，閣互我成為
上帝的工人。”上帝果然識你，因為你本是伊的，你是伊所愛的百姓。
我看過一篇報導，在美國華盛頓有一對 30 幾歲的夫婦兩人均是開業律師，在
他們教會有強調上帝的疼著要通過咱實行出來，若無就是空空。有一次他們教會
派人去越南一個月的宣教，他們二人都報名，丈夫在遐教英文，太太去幫助一些
社區囝仔的事工，當他們在遐時有看到一對兄弟，小弟小兒麻痺，不能行路，出
入都是阿兄給他背著，來照顧這個弟弟，他們很希望可以去美國，有較好的醫療，
可以幫助這位小兒麻痺的弟弟。這位太太看他們很感動，就與伊先生商量說，咱
來認養這二個囝仔，先生本有很大的掙扎，後來伊想到阮沒有小孩，還有疼可以
分互人，這個疼若沒分出去，留著無采，就替這二個兄弟辦手續，過一段時間將
這二個囝仔帶到美國疼他們親像自己的小孩。這個兄哥大漢已經欲讀醫科，小弟
讀電腦工程師，總是在他們心中長期有背一個罪，就是他們騙這對夫婦說他們是
孤兒，事實上父母攏還在。有一次這位美國人老母發現他們二人暗中與在越南的
父母連絡寫的信，囝仔說是阿舅、阿姨。一個晚上這對夫婦帶二個孩子到餐廳吃
飯，對他們說「恁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們，請老實說出來。」這對兄弟在遐流目屎，”
阮實在給恁騙，阮父母都還在，不過當時阮很盼望會當來美國，就對恁說白賊，
今阮不堪得做恁的子”，此時這對夫婦給他們說”不會，恁二人猶原是阮所疼的子，
阮會繼續疼恁，現在阮知恁父母在的，阮更加高興，阮赦免恁。”未堪得疼的，因
為上帝的疼流到在遐就成為不相响；不堪得疼的罪人，因為耶穌基督的疼流到佇
咱，咱就變為沒相响，咱所有的就是來到他面前承認咱的罪，接受上帝的疼，不
可閣互上帝等候，不可再辜負上帝的疼，上帝的疼親像慈惠的索，仁愛的帶，盼
望咱及時來抓住它，同心來祈禱。
＊聖詩探源＊
聖詩第 54 首 同心讚美天父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Aaron Williams(1731-1776)
作詞／杜嘉德 Carstairs Donglas(1830-1877)
杜嘉德牧師為早年在台宣教士之一，他傳教的事蹟處處可見，而且均十分感
人，最著名的是有一次巴克禮再為完全下決心來台之前，偶然間聽到杜牧師的講
道，為其顯著的事蹟深為感動，便毅然放下現有一切，轉移興趣到中國傳福音。
由此可見，杜牧師是有講道的恩賜。
作曲者 Aaron Williams 生於倫敦，祖籍威尼斯，曾經當過工程師、音樂教師、
教會事工，但最後他仍回到作曲界，並且認真地寫了幾首曲子加以發表出版成冊。
本詩調名”St. Thomas”為教會中最古老的曲調之一，但由於它的旋律和形式均很
優美，故流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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