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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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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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紀念冊預定在今年 12 月 1 日出版，因還有許多兄弟姐妹
未繳相片，請尚未繳相片者，在 9 月 22 日前繳交給文華幹事，或於今日禮拜後在
管風琴前拍照。
2.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2019 年主題：
「耶穌的比喻」
，講師：曾昌發牧師，
上課時間：9 月 20 日~11 月 15 日共八週，每週五晚上 7:10~9:00，有需要購買指
定講義（耶穌的比喻，永望文化，2018)者，請向顏姿叡執事或青美幹事登記，每
本 300 元（本會會友教會補助 150 元），今日(9/15)截止。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長執訓練會，時間：9 月 22 日 14:00~17:00，地點：豐原教
會，主題：
「困局與新局．教會如何因應–後現代浪潮衝擊」
，講員：蘇國賢教授(松
山教會長老、台灣大學社科院院長)，每人 200 元/含講義與晚餐 (現場繳費)。歡
迎長執、兄姐參加，請向卓聖育執事報名。
4. ★下主日日本佈道家森祐理小姐將在第一堂禮拜中以詩歌見證，歡迎弟兄姐妹邀
請親友來參加。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9/15)成人主日學在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提摩太前書 1 章 12~17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9 月 8 日例會中選出 2020 年度會長：林靜萍，副會長：張耀文，委員：徐澄榮、
潘哲雄、林政義、張連香、鄭純珠、卓榮造、詹淑靜。
2. 9 月 29 日松契合唱團獻詩，9 月 15、22、29 日 08:00 請契友於松年會館練唱。
3. 10 月 13 日為「松年事工紀念主日」，請兄姐代禱。
4. 舉辦秋季靈修旅遊，日期：11 月 19~20 日，地點：高屏知性二日遊。費用：3000
元/人（契友有補助）
。行程：D1 新營天鵝湖、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林園海
洋濕地公園、夜宿高雄漢王飯店。D2 玫瑰聖母聖殿教堂、義大世界。報名請洽
林政義長老，10 月 20 日截止。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本日(9/15)舉行九月份月例會，司會：賴麗月，地點：一 F 松年會館，主理：
劉雅玲執事，主題：「從神來的健康之道」。例會後召開委員會
2. 2019 中中婦女二區向天湖、漫遊南庄靈修一日遊，日期：10 月 1 日(二)，
行程：向天湖、南庄老街、頭屋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費用：550 元(含車資、
保險、晚餐)報名表請至辦公室領取，即日起請向會長或辦公室報名。~~歡迎有
興趣的弟兄姐妹們一起同遊。
四、服務委員會招待聯誼組（組長:劉惠芳執事）
教會每個禮拜日中午，為大家準備愛餐，其用意是，爲了不讓兄姊做完禮拜後，
還要趕著回家準備午餐所設立的，希望大家在愛餐時間裡，能以包容及感恩的心
享用，借此時段彼此分享，互相有好的交誼，用餐時間 12:00 開始，請儘量在 12:30
之前取餐完畢，讓輪值服務的兄姐也能有美好的用餐時光。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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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敬拜團於 9 月 8 日選出 2020 年度團長為：張玉旻，副團長為：賴芝亦，請為敬拜
團代禱。
六、社青團契（契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要聚會了，歡迎蒞臨參加！地點：2 樓 A 教室。講員：高嵩明老師。
主題：「與柳原教會共生存的所在」。時間：9 月 22 日(日)下午 1 時~2 時 30 分。
七、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平常上課時間：每星期二晚上 7 點 30 分～9 點。
八、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
下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
友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舉辦秋季聯誼會，時間：9 月 21 日(六)09:00，地點：柳原
教會，會中邀請施義賢醫師專講。邀請牧師、傳道師、現退任長執攜眷參加。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時間：10 月 5 日(六)，地點：
大甲葵海休閒農場，費用：1000 元/人（含午、車費、保險）。報名請洽洪秀貞
組長 Line ID：cjhung0130，9 月 25 日截止。
3.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長老 12 位(2020~2023)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的選舉代禱。
2. 為 9/20~11/1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課程講師–曾昌發牧師及有更多人參與訓練裝
備代禱。
3.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首長選舉代禱。
4. 為羅寶珠姐妹、邱一雄長老的遺族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劉芸溎姐、江慶澤兄。
＊本週金句＊
(台語) M̄ sī lín kéng góa, sī góa kéng lín, koh siat-lı̍ p lín, hō͘ lín khì kiat ké-chí, koh hō͘ lín
ê ké-chí kú-tn̂ g tī-teh; hō͘ lín tī góa ê miâ bô lūn tùi Pē kiû sím-mı̍ h, I chiū hō͘ lín.
(Iok-hān15:16)
(台語)呣是恁揀我，是我揀恁，閣設立恁，互恁去結果子，閣互恁的果子久長佇啲，
互恁佇我的名，無論對父求甚麼，伊就互恁。(約翰 15:16)
(華語)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
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約翰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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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箴言 4:23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08:10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
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9/21)早禱會由顏姿叡執事分享。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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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9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15(日)

9/16(一)

9/17(二)

9/18(三)

9/19(四)

9/20(五)

9/21(六)

經節

耶 37-39

耶 40-42

耶 43-45

耶 46-47

耶 48-49

耶 50

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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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22

森祐理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22

陳正雄

先知：替上帝
傳達信息的人

耶利米書
一:4~1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25

陳正雄

愛上帝與愛人

馬可福音
十二:28~31

60

429、379、40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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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都得到秘訣】
腓四:11~13
陳祐陞牧師 2019/9/8
咱今早起欲從腓立比書來看上帝互咱的信息，題目是「攏得到秘訣」咱在世間常
常透過經驗來得到智慧及秘訣，今早保羅要報咱知一個秘訣，設使你若能得此秘訣，
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是不相响，會完全改變，這個秘訣寫在腓四:11，保羅說：「我講
按呢，呣是為著用無夠的緣故，因為我已經學習，不論什麼境遇，無呣知足。」換句
話說保羅在此說：
「我已經學到一種秘訣，就是我不免受物質的左右，不免受環境的左
右，無論物質有多少，有錢無錢，環境好歹，我都不受影響，因為我有得到一個滿足
的秘訣。」保羅在此所說的秘訣就是「我已經認識上帝，已經認識主耶穌，所以我在
逐項攏總滿足。」在腓三:8「因為我掠識我的主耶穌做至寶，我為著他曾損失一切，
也看做糞埽(pùn-sò)，是愛得著基督；來長長佇伊。」
保羅在此所說的知足，是互耶穌基督成為咱的滿足。人無法用別項的物件來代替
耶穌基督在咱心中的地位，因為耶穌基督是上帝來到世界，在他有非常大的豐盛。歌
羅西書一:19 給咱說：
「上帝一切的豐盛都踮佇耶穌基督的內面」
，所以當咱接受耶穌基
督的時，上帝一切的豐盛都成為咱的，來互咱有最大的滿足。
在 BC106 年有一個希臘哲學界很有名的哲學思想家–Siselo，若有人讀哲學，應
該都知道他。有一次因為政治的關係，受羅馬政府驅逐到一個小島，因為他滿腹怨恨，
就寫了許多文章，來攻擊政府，表示他的不滿。另外一人是 Sinica 是 AD65 年時代的
人，與保羅同時代，Sinica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哲學家，寫了許多的書，因為他發表的
書，在當時思想不受容允，後來也受政府放逐到國外，Sinica 在國外也寫許多文章來
攻擊來罵政府。咱若用這二人來與保羅比較，保羅比這二人的遭遇更加悽慘、可憐，
保羅是一個有學問的猶太人，一直在傳耶穌基督的福音，因為當時羅馬政府 當接受
福音。保羅受掠到佇監裡，所以保羅在寫腓立比書的時是在監內寫的，在此咱看保羅
不但沒有半句怨言與不滿，保羅在腓立比書一共說十次的喜樂，他的喜樂攏是想到別
人，攏是想到主的恩典來喜樂。兄弟姐妹！咱欲怎樣才真正有喜樂的人生，有滿足的
人生，因為咱的心得到主後，咱若有真正掠主做滿足，咱的人生若有通過主耶穌，來
利益別人的時，咱才真正有喜樂，咱才會真正有滿足。
約翰．班揚（John Bunyan）有寫一本天路歷程，描寫基督徒行天路過程中所會遇
到的代誌，有一日智仁勇先生問這位導路的傳道人說：
「我看到遠遠一個牧羊小孩，穿
衣破破，在那吟詩吟得很歡喜，我 當了解，請你告訴阮。」這時傳道的就這樣回答：
「凡若踮佇卑微的人，不必煩惱再跌落更加低的所在；凡若謙卑的人，上帝永遠是他
的引導者。不論我所有的是多，是少，我的心有滿滿的滿足。主啊！我只求你互我有
知足的心，因為你欲拯救知足的人；富足有時會成為行天路的絆石，這個世界喪鄉的
人欲稱為有福氣的人，因為這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兄弟姐妹，咱的生命到底欲用什
麼做咱真正的滿足？咱的生命到底欲靠什麼來成做永遠的快樂？咱信主的人攏知，當
咱得到主、受洗的時，是上帝的靈本身來踮佇咱的裡面，你有掠你得到主做滿足嗎？
抑是當你得到主以後，猶原心攏放在世界，常常為著你所得不到的世界來苦惱？來憂
悶、埋怨、不平？在此保羅報咱一個秘訣，就是當咱得救後，咱有一個不同的價值觀，
咱的眼睛是看佇永恆、仰望上帝，而不是只有看佇這個世界，有不同的價值觀，然後
有不同的人生目的。所以保羅在此真正充滿喜樂說：
「我已經學習了一個知足的秘訣」
，
我真愛保羅在此用學習，不是用得到，凡若學習是一定要經過一個過程。咱在逐種環
境及遭遇的中間就是不斷在學習，在學習會當真正進入耶穌基督拯救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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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莊內一個非常有錢的人晚上眠夢，天使來給他說：「明晚天使欲來導這莊
內最好額的人回去」，這個有錢人想說一定是我，莊內沒人比我更有錢，害啊，我今
晚會死，所以他去叫私人醫生來住他厝，告訴他：「你不能走掉，萬一我若心臟忽然
停止，你要立刻給我急救，所以你不能離開此。」在那等歸瞑，結果閣沒死去，奇怪
天使 騙人，他明明說今晚最有錢的人會死。第二天早上，他聽人說在替他顧農場的
一個老伯伯昨晚死去，他住在一間簡單草寮仔，所穿是很樸素的衣服，吃東西很少，
總是他是歸莊內最富足喜樂的人，因為他的靈與上帝接近，因為他的靈有滿滿的上帝
的活命，他是全庄最喜樂、知足、富有的人。兄弟姐妹，這就是咱所欲追求真正滿足
的人生，人的滿足不在佇好額散、成就、地位表現，乃是在佇你與上帝的關係；你與
上帝的關係如何，就是決定你滿足的人生。
第二項，保羅不止學習知足，他閣有一個知足的確信，確信什麼？請看四:19「閣
我的上帝欲照伊榮光中的富有，佇基督耶穌，補足恁一切的欠缺。」意思就是：上帝
是豐豐富富的上帝，所以他夠供應咱的需與欠缺，只要你信靠伊。華芝音姑娘是一個
美國的宣教師，她曾在台灣馬偕醫院做護理主任 20 年久，她的父親在日本做宣教師，
他小漢在時成長，有三個姐妹，她 10 歲時有一日，她父親互一種毒蟲咬到中毒，臨終
時老母及三個姐妹圍在父親的身邊，當她跪在老父身邊的時，上帝的聲對她說：「芝
音，當你長大以後，你要做宣教師，繼續你老父替我做工」，10 歲的囝仔，在那時給
上帝說：好！上帝我欲奉獻互你使用」，從那天開始，上帝保守他一生的日子，行佇
奉獻的道路，上帝為他顧守到底。在他父親忽然死去以後他所經驗的上帝是什麼款的
上帝？老父死後老母帶三個女兒回到美國，住在阿姑的厝，阿姑已經很多歲，雖然
很歡喜互住在那，但不是長久之計，老母不曾上過班，有一天忽然有一間大學寫
信來請她母親去當舍監，所以她母親就在那間大學當 14 年的舍監，到三個姐妹都大學
畢業，有得住、有得吃、有得讀書，她說更加奇妙的就是那間大學就是父親要去世
以前所交待她母親說：「我三個小孩都要送去那間基督教大學讀書，叫做 Hoop
College」，上帝真正是奇妙、供應的上帝。她說她做宣教師也曾經歷到困難，有一年
在大陸做宣教師之時，她得到瘧疾(Malaria)，燒到昏迷去，醫生說她會死，所以就叫
人打電報去美國告訴她母親，在昏迷中她有聽見，就阻擋那人說：「且慢，等明早上
再看看。」結果隔天早上起來熱果然退去了，有好幾次在中國大陸，身體很歹，醫生
都告訴她不要再做宣教師了，總是她相信那個接受她奉獻、引導她一生的上帝的確要
保守她完成這個約。所以她回去美國休養一陣後，大陸淪陷以後，她來到台灣，她說
她在馬偕做護理主任期間，有一項代誌她永遠 忘記，有一次一個 9 歲的囝仔，來手
術眼睛，手術以後有一眼沒看見，經過 10 年這個囝仔 19 歲時又來手術第二顆眼睛，
那時陣這青年的身軀已經真歹，知道他活不多久了，病院送他一本盲人聖經，因為
他兩眼都看不見，他說：「我永遠 忘記就是當這位青年拿到這本聖經時的歡喜，然
後他翻開聖經詩篇 23 篇，用他的手在那摸、在那讀，阮與醫生圍圍在他身邊，看他在
讀聖經的表情阮永遠 忘記得，這位青年雖然知道他不久在世界，總是在彼讀說：「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沒欠缺，他互我躺在青翠的草埔，導我佇安靜的水邊，他互我的
靈魂精英，為著他的名導我行義的路，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山谷，也呣驚災害，因為你
與我佇啲。」她說當這位青年在讀那句「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山谷，也呣驚災害，因為
你與我佇啲。」說他的臉發光，充滿榮耀，非常感動。這位青年手術不久回到厝，
不到六個月去世，總是在那中間帶領厝每一個人識上帝，不止父母，連阿嬸、阿伯、
阿姑都信上帝。兄弟姐妹！這就是咱所經驗的上帝。所以保羅在此又說一項，我倚靠
那個賞賜我氣力的，我凡事攏能，這是一個非常好膽的宣告，在世界有什麼人敢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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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能做」有嗎？沒！總是在此有一個人按呢說，我凡事都能做，總是不可忘記頭
前這句「靠著那位賞賜我氣力的」
，我凡事都能做，在此不是在說思想與宗教，是在說
活命，在說神人的聯合，一個神人的聯合，互你與上帝連作伙。兄弟姐妹，
「我倚靠那
個賞賜我氣力的，我凡事都能。」你歡喜這款的人生嗎？世界豈有一個消息比這個更
加好！一個全能的上帝應允說欲幫助你，致教你能當去做所應該做的每一件事，在此
咱看到一幅圖，在一個無限的寶庫的裡面，你將你的生命投入在內面，你的生命開始
這個無限的上帝連作伙，任何時候，上帝的供應，流到佇你活命內底，來互咱的人生
欲在那得到改變。兄弟姐妹，你有意愛這款的人生嗎？
這禮拜雖然很忙，我將我以前看過的一本書再拿出來讀一次，我非常感動，是一
個回教徒的婦人寫的，書名是「I dared to call Him Father」
（我敢叫他做老父）
，叫誰做
老父，叫這位宇宙的主宰，上帝做你的老父。她原本是一個貴族，先生是內政部長，
住在巴基斯坦，有 12 甲的漂亮花園，一個人用 14 個女婢，透早起來人替她梳頭髮、
穿鞋、穿衣服，逐日唸可蘭經，總是心中空虛沒平安。有一日叫她的司機偷偷去買一
本聖經來看，第一遍打開聖經，翻到羅馬九:25，這句話上帝互她，來掠到她的心「那
原本呣是我的百姓的，我欲稱做我的「百姓」
；呣是得著疼的，我欲稱做「得著疼的」
。
前佇啥所在給講：恁呣是我的百姓，佇遐欲稱做「真活上帝的子」
。頭一次讀聖經，
上帝將這個信息互伊，上帝欲稱你做永生上帝的子，伊立刻跪下，她說她試欲開口叫
上帝做阿爸，所以她就開嘴說「阿爸父啊！」她說當她叫這句「阿爸父啊」之時，他
的心親像一道堤坊崩去，整個水流落來，心中充滿神的疼，在那一直流目屎一直號「I
dared to call him father and He is your father.」I 敢稱他做老父，因為他本來就是你的老
父，他是創造你的上帝，後來這個作者受非常大的綑迫，因為在巴基斯坦國家，信耶
穌會互人殺死，她是一個貴族，很多親戚來關心她，「豈有影這個代誌，你信耶穌」，
有影。沒有人敢給她洗禮，總是她愛受洗禮，我做上帝的子，我欲照上帝的教示，她
去找宣教師，連宣教師都不敢給她洗禮，因為互宣教師請的人，在路中互人殺死幾位
了。你知他怎麼洗禮嗎？自己洗禮，她去浴池將水放滿，然後自己跪下，我奉耶穌基
督的名給我自己行洗禮，互我歸佇父、子、聖神的名，她說當她從浴池起來之時，那
種歡喜不講的，人在世界擁有名聲、金錢、地位，但是若沒有上帝的疼，人的心永遠
沒平安、滿足。這本書值得咱讀，我讀得很感動，又有夠見誚，一個人在信主漢呢困
難的國家，在那漢呢真實在經驗上帝，漢呢確信在體會上帝，上帝不時與她如此親近，
不時在花園、在房間與她說話，在生活上與她說話，後來上帝有救她離開巴基斯坦到
佇美國。
兄弟姐妹，你所體驗的上帝是什麼款的上帝？是不是一個真正賜互你力量的上
帝？是不是一個供應你萬有的上帝？你有得到這個秘訣嗎？掠你的上帝做你的滿足，
有了祂你就擁有一切，離開祂你就失落一切，因為祂是活命的源頭，有一日每一個人
一定要佐轉去面對你的上帝。今天這是你的選擇，你欲要經驗上帝的豐富嗎？咱的上
帝的確照祂榮耀的豐盛，在耶穌基督的裡面，豐豐富富賞賜咱一切，在人的生命中，
只有通過耶穌基督，人才能夠來親近上帝，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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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
【耶穌的比喻 Parables of Jesus】
課程目標
藉授課、討論、研讀、和報告了解耶穌的比喻的形成、詮釋歷史、比喻解釋、
實況意義，及今日教會的應用：經文解釋、福音宣講、比喻與上帝國…等。
課程要求：1.學生須參加課堂上課和討論，使用現代中文譯本。
2.研讀指定資料做課堂回應。
指定教材：1.曾昌發，《耶穌的比喻》，台北：永望文化，2018。
2.宋泉盛，《耶穌上帝國的比喻故事》，台北：永望文化，2015。

講師簡介：曾昌發 牧師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主辦單位：台中中會柳原教會
合作單位：台南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上課時間：2019 年 9/20、9/27、10/4、10/18、10/25、11/1、11/8、11/15
每週(五)晚間 7:10-9:10（共計八週 16 小時）
辦理地點：台中中會柳原長老教會
報名請洽教會幹事 04-2222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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