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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應許與祝福 ~~ 重陽敬老的省思
文 // 周哲卿主委
每年農曆 9 月 9 是長者重要的節日，現在
稱為【重陽敬老日】，中／區會、教會都會舉辦
相關的敬老感恩禮拜，也設立【松年事工主日】，
透過活動感謝並祝福全體長輩 : 老當益壯，上帝
恩典滿滿。
摩西說 :[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 70 歲，若是強壯
可到 80 歲 ]( 詩篇 90:10)。肉體生命是脆弱且短
暫，務必要珍惜生命的每一週期，發揮出生命最
大能量，能為主而活算是不虛此生了。銀髮長者
更有生命體悟，在體力不佳時更能感受人生的難
以掌控，因此更得心存感恩，將領受到的恩典與
祝福，傳承給下一代。
十誡第 5 條 :[ 當孝敬父母 ]( 出 20:12) 是關於
愛人的道德誡令，表明神非常重視老年人生活，
年長父母需要子女額外的關心與陪伴。十誡先講

經文中有多處強調敬虔生命的高度與密度 :[ 我

神人關係，接著講家人最後才是人與人的和諧關

兒，你要聽我的言語，就必延年益壽。我已指教

係，可見 [ 孝敬父母 ] 是家庭倫理關係之首，更

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的路 ]( 箴 4:10~11)

是人對神應盡的本分。

、[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平的脂油 ]( 撒上

聖經說 :[ 你們各人都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

15:22) 、[ 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這是理所當

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 利 19:3)。孝

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

敬父母包括 : 尊敬老人、完成老人心願、效法長

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 弗 6:1~2)。為主的緣故把孝

輩美德、關照生活起居等。因為在神眼中，父母

敬父母賦予更深的涵義，今天社會大力提倡 [ 尊

地位應該受尊崇，當我們確實遵守這樣的誡命，

老、敬老、愛老、助老 ] 的道德風尚，身為基督

神的祝福必源源不絕臨到整個家族。以色列民族

徒更該積極參與，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使長輩

在神所賜的土地上數代同堂且和睦相處，可見尊

都能快樂健康安享晚年，以彰顯神的榮耀。

敬長輩齊家在地上才得以長久，當然不是狹義的

願神賜福給所有照顧長輩的朋友，也加添恩典

表示長壽，更廣義的代表 : 平安喜樂、健康活力、

在每位長者的身上，相信敬老活動所代表的正是

彼此相愛、和諧生活、豐盛生命，最終目標是天

上帝更大的應許與祝福。無論今世還是永世都能

堂榮耀與屬天基業的湧流不息。

得到神最完美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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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中松年部 台東靈修旅遊
文 // 蔡逸藹 ( 嘉中松年部書記 )

農曆七月是鬼月嗎？不，在主裡它是平安又

部合音山地歌舞表演。原住民舞步豪邁、歌聲嘹

喜樂之月。抓住農曆七月的尾巴，嘉中松年部

亮以原聲撼動人心。當晚的「靈修晚禱」請來已

8/31~9/2 舉辦三天台東靈修旅遊，啟程前看了氣

退休住在台東的黃博仁牧師，目前專研「金句短

象真有點氣餒。這次總共有 157 人參加，分四部

歌」著作成冊。當晚指導很多短歌，我們真的賺

車，我負責一部車，果不出所料，煙雨濛濛又濕

到了。感恩禮拜結束後，莊俊吉部員是遊覽公司

又冷，一上車就有弟兄客氣的問我 : 像這樣的天

董事長特別安排慶生會。在歡樂的祝壽歌聲後，

氣 ( 台東更差 ) 為何沒改期呢？是啊！讓我們齊

大快朵頤生日蛋糕，熱鬧非凡。看著大家捨不得

心禱告，感謝主祢果然聽到了，沒雨沒太陽真是

回房休息，也感染到放鬆與幸福的氛圍。

旅遊的好時機，天父祢真是太愛我們了。更何況
還帶來了兩位牧師 ( 蔡江澤、林壽陽 ) 、四位前
後任部長 ( 王逸石、林義勇、林三寶、趙敏聰 )
讓我們加倍感受到安心與溫暖。
抵達台東用過午餐隨即觀賞「布農部落」八

第二天走進「金樽遊憩區」，壯麗的海景是
全國唯一路連島景觀。來到小野柳風景區，雖比
不上金山野柳但還是很有看頭。最神奇的是「水
往上流」景觀，怎麼看它就是水往上流，真不可
思議。參觀「台東糖廠」，推銷員口沫橫飛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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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唱的好聽，眼看著個個兄姐荷包縮水，想勸阻
也很難吧！進入「黑森林琵琶湖」，只因湖邊成
排的木麻黃特別深綠而得名。處處營造出一種
清幽之美，確是尋幽訪勝的好去處。當晚住進溫
泉大飯店，不泡溫泉何需來到知本，可惜泡的人
寥寥無幾，理由是平日都到 SPA 館泡了。其實
SPA 館的溫泉是化學藥劑泡出來的，而知本溫泉
才是天然的。
最後一天，進入頗具知名的國家公園「知本
森林遊樂區」，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漫步
在林蔭步道，隨手拈來全都是森林之美。「搭乘
遊艇遊大鵬灣國家公園」，在氣質美女且口齒清

晰解說員精闢介紹下真所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
書」。更難得的是回程她還高歌一曲，歌聲嘹亮
不亞於大歌星，長輩嘻鬧著幾乎不想下船了。最
後一站貼心的帶大家逛「東港華僑市場」這時真
的是大採購，當地特產 : 黑鮪魚、櫻花蝦、油魚
子…這時才發現 [ 錢 ] 最不守信了，明明講好只
帶它出來旅遊而已，怎就半途變卦呢？
三天旅遊真的很充實，車上除了靈修、詩
歌、小故事、會心一笑的小笑話，還有兄姐見證
分享，太珍貴了。歡樂滿行囊，感謝主的帶領且
開心與松年夥伴共同出遊，確實是美好的心靈饗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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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中重陽節感恩禮拜有感
文 // 林麗卿 ( 東中松年部書記 )
10 月 20 日是東部中會松年部舉辦活動的好
日子，感謝各教會牧師、會長鼓勵兄弟姊妹前來
參加這盛會，南區台東方面的兄姊一早 6 點以前
乘坐遊覽車，全部 365 位參加，也感謝東部中會
北區婦女詩班、OJS 聖樂合唱團獻詩，唱出好聽
的詩歌，特別感謝壽豐長老教會提供那麼好的場
地及豐富的茶點，使重陽節感恩禮拜，充滿著溫
馨氣息。
東部真是好山、好水、好有福氣，三年前高
齡受獎者比較少，這二年領獎者人數增加，今年
滿 85 歲有 21 位、90 歲以上者有 54 位、101 歲
有 1 位，金婚 6 對、鑽石婚 6 對、白金婚有 2 對。

景，還能讀神的話語，在旅遊中享受靈修。旅遊

敦請東部中會議長林維道牧師頒白金婚獎，副議

品質超級讚，陳惠宗部長請輔導張主藤牧師幫

長劉炳熹牧師頒鑽石婚獎、輔導張主藤牧師頒金

忙，同工大家一起規劃，為這次靈修旅遊，忙著

婚獎。請部長、副部長、部員們頒高齡獎，全場

上網找適合年長者的景點，再找好幾家旅行社議

充滿歡喜聲，場面隆重熱鬧，真是盡善盡美和樂

價討論，並指定航空公司，經過協調後確定，俗

融融。

話說：「俗擱大碗」，難怪回來後，就有人問部

東部中會今年三月份舉辦國外靈修旅遊，很

長，什麼時候還要出國靈修旅遊。

多教會長者沒參加很後悔，禮拜後特別請輔導張

重陽節的感恩禮拜，感謝大家全程參與，看

主藤牧師分享所見所聞。3 月 23~27 日五天四夜

到長者踴躍參加，對所有的部員是一種肯定和鼓

日本京都靈修旅遊，有 35 位兄弟姊妹參加，吃

勵，頒獎時全體部員都上台一起頒獎，發揮團隊

好、住好，還住一晚希爾頓大飯店，四處遊賞，

精神，只希望能在事工上盡心服事，願神賜福，

大家都很愉快，張牧師介紹旅遊景點，並用心在

期待明年能更好，在上帝的愛中同享恩典與福

每個景點配合以聖經節來解說，不僅欣賞日本美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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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對天來
文 // 劉順得（星中 / 安樂）

轉捩點
天氣轉換人心悶 呣知欲對叼位去

求主安定阮心性 享受佇主來安靜

天氣變化像人心 有時好也有時壞

變化無常的心性 佇主釋放得恩惠

主呼召入祂殿堂 謙卑順服佇主前

等候我主擱來臨 一生一世跟隨祂

日日渴望祂話語 日日思想祂教示

祈禱與祂相結連 無時無刻倚靠祂

祂是阮永遠幫助 是阮永遠的祝福

阮嘛麥對人來講 祂的信實永長存

愛
上帝備辦好女子

女德溫遜人人愛

上帝設立好男兒

勇壯體貼愛佇心

女子品行人謳咾

男兒唸歌心歡喜

佇主裡面相意愛

彼此生活相勉勵

佇主祝福成相對

主前誓約相扶持

讀經祈禱主面前

面對挑戰嘸免驚

我主使者保護阮

永遠喜樂愛相隨

回轉
聖靈從天降臨世間 長闊高深無人能及

列國謙卑順服跪拜 聖靈如風如雨如光

神的榮耀臨到萬邦 恩上加恩萬邦得力

列邦君民都歸於神 神的榮光普照大地

萬民回轉君王跪拜 萬民潔淨君王仰賴

無比的愛從神而來

幸福對天來
打開目睭是幸福的日子

歡歡喜喜享受一天開始

呣知你是不是喓會記住

爸爸媽媽對咱有來講起

每一日攏著要歡歡喜喜

幸福的源頭白白對天來

勇敢面對每日互咱挑戰

一切困難是咱成長起頭

排除阻礙幸福馬上就來

今仔日是咱尚幸福源頭

尚水的祝福
尚水的祝福對天裡來

尚水的祝福是主恩典

尚水的祝福是主揀選

滿滿祝福是上帝的話

佇每一日伊話幫助阮

當咱失志悲傷伊安慰

困苦憂鬱伊話鼓勵咱

白白恩典時時互你我

天裡的祝福是尚水的

人生旅途
人生起落那雨水 有時天清有時黑陰

十字路口總有時 不知是向東也向西

站惦路口向天邊 茫茫渺渺的白雲天

暗淡人生怎樣過 不知道是悲也歡喜

雄雄心頭有聲起 有我引導你攏免驚

勇敢向前大步走 面對挑戰有我陪伴

未來目標就欲成 努力果效是主所賜

彩色人生不是夢 悲歡離合是祂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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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問答 50 條（二）
文 // 錢大同弟兄

聖經簡答題目

聖經簡答答案

51，亞伯拉罕原名是什麼？

51，亞伯蘭

52，上帝把誰從所多瑪城救出？

52，羅得一家

53，亞伯拉罕 100 歲才生的兒子叫什麼？

53，以撒

54，聖經所記最大年紀生子的是誰？多少歲？

54，挪亞 500 歲

55，壽命最長的是誰？多少歲？

55，瑪土撒拉 969 歲

56，以色列人的祭司都是誰的子孫？

56，亞倫

57，希伯來書說耶穌是照著誰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57，麥基洗德

58，誰伸手扶約櫃而被上帝擊殺？

58，烏撒

59，誰起先熱心迫害教會，後悔改而成為使徒？

59，保羅

60，列王紀中，以色列亡於何國？

60，亞述

61，列王紀中，猶大亡於何國？

61，巴比倫

62，分裂後的北國第一個王是誰？

62，耶羅波安

63，分裂後的南國第一個王是誰？

63，羅波安

64，哪位先知預言耶路撒冷荒涼到 70 年期滿？

64，耶利米

65，哪位先知預言童女懷孕生子？

65，以賽亞

66，哪位先知預言基督的出生地？

66，彌迦

67，除馬太福音外，還有哪卷書記有“天國”一詞？

67，提摩太後書

68，“天堂”一詞出現在哪二卷書？

68，希伯來書、彼得前書

69，“教會”一詞最早出現在哪卷書？

69，馬太福音

70，律法是藉著誰傳的？

70，摩西

71，在哪卷書耶穌應許賜下保惠師？

71，約翰福音

72，上帝稱誰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

72，約伯

73，上帝稱誰是“合我心意的人”？

73，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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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簡答題目

聖經簡答答案

74，耶穌所講的全部比喻中，唯一有名字的人是誰？

74，拉撒路

75，啟示錄七教會中，主唯一提名表揚的是誰？

75，安提帕

76，二位有提到名字的天使叫什麼？

76，加百列、米迦勒

77，撒旦在墮落之前是哪類天使？

77，基路伯

78，以色列人當奉獻的份是多少？

78，十分之一

79，誰允許被擄後的猶大人回國重建聖殿？

79，波斯王古列（居魯士）

80，基督的新婦是……？

80，教會

81，以撒的妻子名叫什麼？

81，利百加

82，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哪裡起首？

82，安提阿

83，哪位先知向他的老師求要加倍的靈？

83，以利沙

84，哪位先知預言以色列國要分裂成二國？

84，亞希雅

85，哪位先知責備大衛王所犯的罪？

85，拿單

86，連夜審判耶穌的大祭司名叫什麼？

86，該亞法

87，誰代為耶穌背十字架？

87，古利奈人西門

88，誰埋葬耶穌？

88，亞利馬太的約瑟

89，誰問“真理是什麼呢”卻不要答案？

89，彼拉多

90，誰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

90，埃及法老

91，哪位傳道人曾被蛇咬卻平安？

91，保羅

92，哪位傳道人曾一次性引領三千人信主？

92，彼得

93，唯一一位被記載坐著祈禱的人是誰？

93，大衛

94，屠殺伯利恒男嬰的是誰？

94，希律

95，耶穌被賣之夜擘餅前先把誰打發走？

95，加略人猶大

96，耶穌被捉拿的地點是哪裡？

96，客西馬尼園

97，哪二卷書有記耶穌的家譜？

97，馬太福音、路加福音

98，主禱文記在聖經哪卷？

98，馬太福音

99，十條誡記在聖經哪二卷？

99，出埃及記、申命記

100，耶穌復活後過多少天才升天？

100，40 天

2015 年各中會松年敬老活動彙整
中會

時間

彰中

10/13

員林大家來

高中

10/17

星中

10/19

地點

證道

人數

節目 / 表揚長者

蕭資明牧師
保持年輕的心

516

舞蹈、歌唱、陶笛、日竹竿舞

大八飯店

力宗暐牧師
好不≠敬虔

710

表揚 80 以上 203 人、90 以上壽星 23 人

馬偕大禮堂

戴約信牧師
喜樂又幸福

650

喜樂及松年合唱團演唱
表揚 80 以上 205 人、90 以上 45 人、
100 以上 1 人、結婚 60 年以上 22 對、
70 年 1 對

嘉中

10/21

滿福樓餐廳

王連賜牧師
摩西的勉勵

711

擂鼓、手語、長笛、讚美操、夏威夷草群
舞
金婚 11 對、鑽石婚 8 對、80 歲 45 人、
90 歲 11 人、95 歲 10 人

北中

10/23

艋舺教會

王光賜牧師
我們會得到
什麼呢？

640

金婚 9 對、鑽石婚 5 對、白金婚 2 對、
80 以上 552 人

魯凱

10/23

佳暮教會

吳淑芳牧師
松年新世界

170

重陽節聯合活動暨成立松年事工部 27 週
年各教會傳統歌謠觀摩、表揚歷屆部長

老來三不管

文 // 周哲卿主委於嘉中松年敬老賀詞

1. 不管晚輩不節儉：消費觀念改變，要學會適應
2. 不管晚輩不孝順：小型化家庭，不可能日日相伴
3. 不管社會不平等：學會以客觀接受社會演變
上帝賞賜長歲壽，口毋通心肝結歸糸九（kîu）
凡事靠主無憂愁，身體健康無所求
今求上帝大祝福，使（hö）你活到老鵠鵠（khoh）
序小攏是博士博，平安喜樂像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