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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最大的神蹟
( 本刊訊 ) 北中 / 星中北區松年聯誼會在馬
偕醫院大禮堂，近 900 人參與，場面溫馨熱絡，

人，一生能衣食無缺都是主所賜，能收得多正是
為了奉獻，為主營造更大的空間。

聽著優雅詩歌，隨著黃旭正牧師的証道進入感恩

2. 感恩是寶貴的 : 人往往跟主懇求得多，感

時刻。星中松年合唱團陣容龐大，46 人以【祢

謝得少，其實越感恩反而懇求的事越實在。懂得

扶持我】/【耶穌至好朋友】帶會眾進入頌讚氛

感謝就是福氣，得勝的基督徒，不僅身體得到

圍。北中松年合唱團，鮮豔的服裝超搶眼，43

醫治且心靈有救贖，從主的話語中得到激勵與飽

人以【如親向老父】/【上帝我要讚美】獻詩。

足。銀髮族有很多事要做，不要只想自己進天

許秀梅部長、陳嘉昇長老、鄭忠仁牧師、薛伯讚

國，也要順手牽旁人同入天國，不論老幼只有回

牧師、施壽全院長分別擔任要職祝福長者身心靈

到上帝面前，年歲才算結束，願主恩典賜福給長

都健全。

輩，通過聖神扶持幫助阮。使靈性更豐盛。

北中黃旭正議長看到台下滿滿的長者，心中

星中鄭忠仁議長提醒長者每天 2 分鐘祈禱，

感觸很深，覺得能和超過 54000 歲的樂齡長輩聯

在座 900 人每天就有 1800 分鐘，也就是 24 小時

誼活動，是最美的祝福。往生 / 善終不再是禁忌，

都有人接力在禱告，這是多美的聖工。松年的定

台語的【過身】是很傳神且貼切的字眼，因為信

義 : 像松樹般屹立不搖，長者要學習放手不要只

耶穌相信肉體雖死靈魂卻可翻過身體去找創造的

會當台勞，要完成夢想就要走出去與人互動、多

主。美國某議員因說錯話 :「死是老年人的責任」

運動、動動腦，這樣人生才不會一成不變。期待

而下臺，可見死亡是嚴肅且無可避免的，不因年

社會別把老人當老人，人人都可成為他人的守望

齡而受到歧視。蔣中山醫師說過 :【人生為擔重

者，減少臥床率，在社會價值普遍是速成文化之

任而生，必須走過艱困的路，若無人同行則備受

際，才能越侍事奉越甘甜。

辛勞】。主內兄姊何其恩典 能與主同行，路加

馬偕施壽全院長鼓勵長者要站立得穩，小心

17 章耶穌醫好 10 個長大痲瘋病者，只有 1 個回

避免跌倒，健康老人服務弱勢老人，是最美的畫

來謝恩。我們天天呼吸順暢，能自由享受空氣與

面，期待長照開辦後有更多人能得到妥善照護。

自然美景，是否感謝過上帝 ?

第二部份專講請台大外科主任賴鴻緒長老，以

記得童年時常吟唱福音短歌，簡單幾句歌詞

【肉體的復活】從醫學角度來看「肝的復活」，

卻印象深刻，因為有滿滿的恩典與感動。最大的

內容精采會眾聽得笑呵呵，賴醫師強調醫生只是

神蹟就是感恩，能正常呼吸就該感謝 :

救人事業，教會服事才是心靈的甦醒。肝受損

1. 感恩要找出理由，隨時找出值得感恩的事

14 天會再成長，肝臟移植不再是空談，因肝再

項，在上帝的恩典中喜樂活出精采生命。感謝上

生能力超強但要避免肝硬化與受外力撞擊。人雖

帝讓我沒錢買車，可以一夜好眠；等存夠錢想買

可掌控肉體復活，但罪得赦免，享永遠的生命卻

車卻睡不著。只有上帝是債權人，我們都是債務

是主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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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精神傳承
文 // 陳信茂書記 ( 嘉中松年部 )

『獨獨我的奴僕迦勒，因為伊另外有一個心

言，他語重心長感念兩年來陪著松年兄姐走過，

志，完全隨我，我欲導伊入所行到的地；伊的後

自己也真正融入其中且滿足感恩。他並以「疼惜

裔也欲得著彼個地做業。』﹝民數記 14：24 ﹞

別人」、「快樂自己」、「榮耀上帝」與大家共

此乃耶和華上帝對 85 歲大勇士迦勒的肯定與應

勉。期許新年度新部長 / 部員要創新、要享受服

許。弟兄姊妹參與松年事工服事，都應從迦勒身

事，並自許會當個顧門口的好同工。

上得到激勵勇敢向前。

選舉結果：部長：劉美﹝白河教會﹞。部員：

嘉中松年部在北榮教會舉行年會，全中會所

吳雅雯﹝東門﹞、李煌榮﹝西門﹞、周國正﹝新

屬教會松年團契會長、代表 / 牧長、顧問、部員

營﹞、葉昭生﹝新港東﹞、梅瓊娟﹝朴子﹞、莊

近百人參與，從早上 9:00 至 12:00 圓滿結束。全

茂松﹝過溝﹞、莊俊吉﹝虎尾﹞、蔡逸藹﹝土

程分三部份： 感恩禮拜 2017 年部長 / 部員

庫﹞。

選舉③餐敘。

感謝主！ 2017 年嘉中松年部事奉團隊已順

北榮教會李豐盛牧師禮拜中引用聖經詩篇

利產生，求神給他們智慧與熱情，讓他們看見松

92：12 ― 15 就『In 年老 e 時猶原結果子，In 汁

年需要，快樂享受服事，帶領嘉中松年部新氣象

滿滿色青翠』以「松年之福」為題證道，闡述

與新展望。

75 歲順服上帝呼召離開家鄉踏上應許迦南旅途

餐敘中，感恩的、祝福的、勉勵的、期許的

的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以及 85 歲的迦勒自告奮

都在主裡真情流露。大家元氣十足、喜樂滿溢，

勇披上戰袍領軍攻佔神應許之地。勉勵松年代表

像傳承了老將軍迦勒的精神，為神應許信祂的

務要汁滿滿，色青翠。

人，在另一個山頭共同快樂前進，慢慢變老。

趙敏聰部長在禮拜後作事工報告並抒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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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時刻
文 // 林麗卿副部長 ( 東中松年部 )
2016 年是恩典滿滿的日子，東部中會松年
事工部舉辦重陽敬老感恩禮拜，清晨五點多南區
台東的兄姐搭乘兩部遊覽車前來花蓮，沿途各教
會的牧師開著福音車，負責載年長的兄姐來花蓮
美崙長老教會參加感恩禮拜聚會。
半夜三點多鐘，花東下起大風雨，我被雨
聲驚醒，擔心天亮 290 人左右參加聚會。因為事
先已印製好手冊和訂妥便當，只能迫切禱告，求
上帝憐憫氣候，也保守兄姐出入一切平安。禮拜

中會北區婦女詩班、OJS 聖樂合唱團獻詩，使現

開始看到牧師和所有兄姐擠滿禮拜堂，本來擔心

場增添不少喜氣，當然最感謝美崙長老教會提供

下大雨人數會減少很多，但感謝神，花東地區傾

舒適的場地，且準備豐富茶點讓大家享用，吳樸

盆大雨，也擋不住兄姐的熱情參與，真是恩典夠

文牧師娘還親自操作音控。

用，主親自引領。

即使外面刮風下雨，還能使年長者度過佳

上帝喜悅松年的長者，更憐愛年長的弟兄姐

節，在重陽節前夕舉辦敬老感恩活動，一系列的

妹，今年滿 85 歲有 19 位，90 歲以上有 53 位，

節目，前來領獎的阿公、阿嬤們都能盡興，且長

102 歲、99 歲各 1 位，金婚七對，鑽石婚 6 對，

者身心靈充滿喜樂，忘了車程身心疲累，為重陽

白金婚 2 對。感謝東部中會副議長簡慶懿牧師、

感恩禮拜劃下美好的句點，也帶給所有參會的弟

書記王睿智牧師、輔導蕭承宇牧師及松年部吳懋

兄姐妹甜美的回憶，深深期待明年重陽敬老感恩

勛部長暨全體部員頒獎並參與禮拜，更感謝東部

禮拜能更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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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磐石 ---- 三民 ( 基國派 ) 教會
文 // 蔡尚志執事 ( 星中 . 南港 )
筆者常有機會到教會團契演講分享，最喜歡
分享的一張照片，就是本文的主角―泰雅爾中會
三民 ( 基國派 ) 教堂。它的造型簡單卻美麗，小
巧又不失莊嚴；雖然是歐美風格的造型，卻藏身
於台灣偏遠的山區。當我詢問大家是否去過，有
事工預告
不少比率的弟兄姐妹已經參觀過它，看來它具有
相當知名度，而且大家都跟我一樣很喜歡這間教
堂。
初次認識它，是在網路搜尋桃園北橫沿線的
景點時看到的，乍看這個名字三民 ( 基國派 )，
好像是哪個愛國組織？或是哪個教派？原來基國
派是這個泰雅族部落的母語地名，後來被國民政
府命名為三民，而漢人則稱此地為水流東，所以
這三個地名都曾經是這間教堂的名字。
來到這個地方，走在不寬敞的鄉間小路，不
斷有岔路出現，走了幾次的錯路，終於找到這間

些古味，卻也保護教堂內部不再受漏水與颳風的
損害。

教堂。從遠遠望見它，這山中的小教堂，獨自矗

許多遊客都如同我第一次來此地的心情一

立藍天青山中，半世紀以來經歷風吹日曬，也經

樣，這樣的山林間怎麼會出現這麼美麗的教堂？

歷面臨被拆除的危機，依然如磐石般屹立著，捍

這可是信仰前輩們齊心努力的成果。早期外籍宣

衛著村民的信仰。這禮拜堂如今已不做為聚會用

教士孫雅各牧師來此向泰雅族同胞宣教，生活環

途，而是泰雅文化與信仰的見證者，也成為許多

境不佳的族人雖然沒有足夠的金錢來建堂，在宣

觀光客來訪的熱門景點。

教士協助募款，並找來建築師設計，村民則出力

美麗的小教堂以石塊堆砌而成，不同大小

搬運石材、木頭、屋瓦，齊力同工一起將教堂完

的石頭，有的以層層相疊立奠基，有的以菱形斜

成。看著這一塊塊大石頭所堆疊而成的教堂，想

面相砌形成牆面。教會正面的立面呈現五角形，

著這些先人為著信仰如此努力付出，相當激勵人

斜面不是完全筆直，而是帶著一些弧度，顯得優

心且感受到主滿滿的恩典。

雅。立面的正門是圓拱形，完全以石頭來形成這

新的三民教會在馬路旁，相形之下顯得新

些圓弧造型，可見當初設計之用心，除了禮拜的

穎又高大，但不變的是 : 沿續著之前的石頭小教

功能性，也兼具建築美學。屋瓦門窗的材料較

堂，守護著村民的信仰，讓弟兄姐妹在其間讚美

新，應該是後來整修時更換的，看起來雖失去一

上帝，繼續見證著上帝豐盛的慈愛！

事工預告
時間 :2017 年 1 月 18( 週三 ) 上午 10:30~19 日 ( 週四 )16:30
地點 : 苗栗泰安【騰龍溫泉山莊】電話 :037-941002
內容 :2017 年松年新舊任部長暨新任副部長聯席會 / 參觀泰雅爾達比拉斯教會 / 苗栗汶水老街社區
報名 : 請預先報名繳費，現場不接受報名，速與松年助理美秀聯絡並提供參加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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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笑】果
文 // 徐采田長老 ( 星中 . 長春 )

笑果是【有笑就有效】結出豐碩的身、心、
靈健康的果實，叫人笑出喜樂且幸福的人生。笑
果的理論根據是依據聖經 ( 箴 17:22)；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古諺 : 一笑治
百病，再笑解千愁。兩句聖賢的話語而來。聖經
詮釋說 : 喜樂的意思就是笑 ( 箴 15:13)。

* 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身歷其境深入日本社會研
究 : 為何日本人被世界各國公稱為【經濟動物】
的原因 ? 結果發現日本各大企業新進員工之職
前訓練列有【微笑】的必修課程。他們通過魔

這兩句三千多年前所說的話語，在交通、通

鬼營方式嚴格訓練，每一位都培養成笑口常開

信未發達的時代，雖然用字遣詞不同，但其意念

的經貿勇士，在商場上，無往不利，締造了經

完全相同，確是異曲同工之妙，絕非偶然巧合，

濟大國的名號。

是奇蹟，必是出自上帝的真理，神美善的作為，
毋庸置疑。

1) 成語說 :

* 其他尚有許多學者專家的研究論文報告指出，
各種例證都證實笑果豐碩，不勝枚舉。
既然【笑得出來】是這樣重要，為何還笑不
出來呢？做不到是因為人性軟弱且有限，如此渺

1. 笑一笑十年少。2. 一笑泯恩仇。3. 一日三

小靠自己是辦不到的，切勿失志、灰心、絕望，

笑，勝吃神仙藥。 4. 人無笑臉莫開店。

俗語說 :【天無絕人之路，危機就是轉機】。神

2) 順口溜 ( 口訣 ) 說 :
一笑煩惱跑。二笑怒氣消。三笑憾事了。四
笑病魔逃。五笑永不老。六笑樂逍遙。七笑
福滿滿。

3) 歐美日各國醫學專家、學者說 :
* 日本醫學博士伊丹仁郎教授所從事的【癌症研
究中心】的臨床實驗報告說 : 他用【尊嚴存活
療法】，安排 19 位癌症者，讓他們大笑三小時，
於大笑前後抽血檢驗，發現結果大不相同，大
笑後的抗癌指數大增，證明笑對於癌症的預防
治療有益。
* 德國柏林大學西克爾教授研究報告說 : 大笑一
分鐘的運動量等於 45 分鐘划船的運動量，其
運動量之大超驚人。

的時候到了，祂必有預備，只要你們相信依靠
祂，衪必拯救你們。
聖經說 : 神愛世人，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
意萬人都悔改得救。又說 : 你們要常常喜樂，這
就是神的旨意、命令、恩典，又再三叮嚀我們要
靠主喜樂，且明說 : 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進入天
國。祂應許承諾說要悔改、要相信，信祂的人，
凡事都能，心想無不得著，神 為愛祂的人所預
備的一條又新又活的出路 - 學習之路也是笑功之
路，教導我們事半功倍的方法、技術、易懂易學、
果效卓著，只要想學、肯學、勤操練，就能培養
【笑口常開，喜樂的性格】。願我們共同笑出美
好、健康、幸福的人生。

參考經文 :

* 美國 K .Simonton 博士研究 " 癌症 Image 療法 "

1.( 約 3:16): 神愛世人 2.( 腓 4:4): 你們要靠主常

的論文報告說 : 笑能使人體內的化學成份發生

常喜樂 3.(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

變化，使人體的各種系統 ( 如消化、神經、免

凡事謝恩 4.( 林後 3:9): 不願有一人沉淪 5.( 林前

疫、分泌等 )，有良性的影響，有利於預防及

2:9): 神的預備 6( 林前 10:13): 開一條出路 7( 太

治療。

7:21): 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進入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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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是祝福

文 // 陳潮濱名譽長老

( 彰中 . 秀水 )

人口老化已是世界議題，醫學進步肉體康
復不再是難題，衛生普及飲食均衡注重養生，長
壽成為祝福，尤其健康老人更是值得尊崇。聖經
說 :「白髮是榮光的冠冕」，長者要歡喜快樂，
不論獨居或與家人同住，都要注意居家安全。
長者常抱怨年輕人不尊重長輩，其實若有機
會讓年輕人提早體驗長者的不方便，多舉辦【老
人一日探索】，讓代間共學世代共融，應該可以
拉近距離且消除對長者的負面印象。

若無來世的盼望，縱使經濟富裕 / 境遇超好

年紀大病痛多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容易疲

/ 受人敬重，也未必會幸福。唯有盼望可穿透身

累、易怒，甚至頑固不聽勸，也是造成摩擦的重

體不自由與經濟貧乏，即使此生沒大做為，仍不

要因素。經濟不寬裕擔心錢不夠用，常常窩在家

用絕望，因為嚮往天國的喜樂且有新天新地的應

中不出門，同伴越來越少，孤獨感步步進逼，自

許。人人說長壽是祝福，甚至受到羨幕，但一定

己害怕成為社會絆腳石及家人負擔，漸漸與社會

要加上來生的盼望，才能真正得到溫暖與安慰過

脫節，擔心身體越來越不好，無法過安慰、盼望、

豐碩的生涯。

喜樂的生活。

保羅在提後 4:6~8 說 :「我現在被澆奠，我

聖經話語可以幫助長者找出智慧的道路 : 聖

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

詩 474 首【冥日只有信靠主】，無論何時的包圍，

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信靠主就得恩惠。至終可入父之厝，這是靠主的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

恩賜。凡事都有正 / 反面，多想正面少想負面，

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有好就有壞不 能只想要好的。聖經希伯來 11:16

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及 40:【他們卻羨慕ㄧ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

我已 91 歲，深信有救恩的長壽，能化解一

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

切的苦難，因為基督的救贖罪得赦免，反覆思考

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因為神給我

主的話語，生活就有盼望，在救恩中與主同行，

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

這才是幸福的人生。期盼在主裡多認識主內兄

不能完全】。

姐，也透過信仰過著豐富的老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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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有喜樂

文 // 劉順得長老 ( 星中 . 安樂 )

苦難中有喜樂
佇苦難中要喜樂 疼咱的主佇身邊 無論境遇順逆境 上帝攏佇照顧咱
祂的恩典夠額用 祂將平安賜互咱 祂時時欲教示咱 佇苦難中來經歷
從經歷中學忍耐 從忍耐中存向望 從向望中得喜樂 這攏是上帝恩典
互咱驕傲變柔軟 從柔軟變成謙卑 佇主內面常祈禱 佇主內面常吟詩
佇主內面常感謝 佇主內面得喜樂

人生短暫
白鷺鷥啊白鷺鷥，人生就像一齣戲，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瞬間就消失去，
往事影像親像電影眼前慢慢來浮起。白鷺鷥啊白鷺鷥，呣知你欲飛對叨位去 ? 天邊海角這呢也擴，
叨位是你的厝。生命無常，一點一滴慢慢來流失，生有時死有時，完全由主來掌理，隨時預備等候
回轉主懷裏 。宣揚福音要及時，時時提醒阮自己，未來冠冕福份佇天裏。

世間人橋樑是耶穌
主耶穌為著咱人，降生卑微的所在；祂是你我的倚靠， 祂是你我的救恩，
祂是你我的盼望；有祂你我罪得赦， 讓你我有新生命。
主耶穌為著咱人，犧牲家己在十架；流出寶血為咱罪， 從此人與神合好，
人藉著這層關係；成為上帝的兒女，你我當感謝讚美。
主耶穌咱人模範，遍傳上主的福音；藉著比喻讓人知， 上帝奧秘的真理，
在早前有人懷疑；在未來讓人相信，福音讓人得救贖。

松常委拜會彰基郭守仁院長 / 陳信良董事長

松常委在彰化召開編委會及常委會

北區松年聯誼精采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