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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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9/1)是「聖經學院奉獻主日」
，由忠明教會陳智勤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本日(9/1)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在 2F 長執會議室召開任職會，請長執同工、團契
會長出席參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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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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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豐原教會(TEL:2522-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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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希伯來書 13 章 1~6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9 月 8 日舉行例會、慶生會，會中選舉 2020 年會長、副會長、委員。請契友踴
1.
躍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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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手鐘團原訂於 9 月 3 日開課，因老師臨時有事改 9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1:00～3:00
開課。歡迎有興趣的主内弟兄姊妹、慕道友加入練習行列。平常上課時間：固定
每週星期二晚上 7 點 30 分～9 點。
四、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圖書室徵求志工，時段：星期一~星期五 12:00~14:00，14:00~17:00，有意願的兄
姐請向組長–徐澄榮執事報名。
五、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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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陳維順、朱碧琴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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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9 學年度上學期訂於 9 月 3 日(二)09:30 舉行開學感恩禮拜，主禮：
陳祐陞牧師。上課時間：9 月 3 日~12 月 18 日，費用：1500 元/人，請兄姐踴躍
參加！報名請洽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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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中中會婦女部舉辦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時間：9 月 7 日(六)09:00~15:10，地
點：忠孝路教會新堂 2F 教室，主題：
「生活佈道操練~讀人讀書會」
，費用：300
元/人(含材料、午餐、茶點)。請婦女幹部踴躍參加。
3. 台中中會松年部第三區舉行靈性健康講座，時間：9 月 10 日(二)09:30，地點：
民族路教會，費用 100 元(附午餐)，9 月 1 日(日)截止，請向松年團契林政義長
老報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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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會十月底長老（12 位）及執事（4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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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邱一雄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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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寶珠姐、張高端姐、
劉芸溎姐、江慶澤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 ê chú-lâng kā i kóng, Hó ah, hó koh chīn-tiong ê lô͘-po̍ k, lí tī chió-ê í-keng
chīn-tiong, góa beh siat-lı̍ p lí lâi koán chōe-ê; thang jı̍ p lí ê chú-lâng ê khoài-lo̍ k.
（Má-thài 25:21）
(台語)伊的主人給伊講：
「好啊，好閣盡忠的奴僕，你佇少的已經盡忠，我欲設立你
來管多的；通入你的主人的快樂。」(馬太 25:21)
(華語)主人說：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
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馬太 25:21）
＊下週金句＊
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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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早禱會由劉惠芳執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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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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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8 月休息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7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1(日)

9/2(一)

9/3(二)

9/4(三)

9/5(四)

9/6(五)

9/7(六)

經節

雅 7-8

耶 9-10

耶 11-13

耶 14-15

耶 16-17

耶 18-19

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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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陳祐陞

都得到祕訣

腓四:11~13

15

26
638
398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8

陳祐陞

人的有限與
上帝的無限

出四:1~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11

陳祐陞

負起神揀選你
的責任

拉一:1~3、
拉三:8~13

23

20、492、398

同上

＊上週講道＊
【新眼光看忠心】
太 25:1~13
耿明德牧師 2019/8/25
現在的社會環境混亂、交通複雜、人心莫測，大人小孩出門都要當心，每當想到
如此的情境，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會恐懼，如此的景況，不知何時會臨到自己和家人的
身上。期待有一位大有能力的領導者或是政治家，將這些敗壞的、混亂的社會風氣一
掃而空，重新建立一個有規矩、有禮貌、有秩序的社會。但是，盼望、幻想、期待常
常是一場夢，我們現在依然處於沒有安全感的社會，只不過人的心越來越麻痺，越來
越沒有感覺。
期待世界會更好，期待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這本是人心中的盼望。不過，這往
往也反應出人對於現況的無助與失望。越是混亂不安的世代，大家祈盼改變的心就越
迫切，期待一位有能力的領導者的心情就越明顯，從以前到現在，人性就是如此。
猶太人也不例外。在他們亡國被擄之時，深深體會到失去生活安全以及失去自由
的痛苦，他們深切盼望耶和華上帝差遣一位大有能力的聖者，來幫助他們重新建立新
又強大的國家。那位要來的彌賽亞，就是將要帶領猶太人民脫離一切苦難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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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關於耶穌所說的比喻，是四福音書當中獨特的比喻。雖然
世代的基督徒熱切盼望主耶穌再臨的日子快快來到，然而我們卻能從這個比喻當中體
驗到，主耶穌似乎不會那麼快就來，就像 25 章 6 節告訴我們的：「他們等候新郎的到
來直到「半夜」」
。同時這也反應出耶穌何時再來的不確定性。這是耶穌對門徒的提醒，
然而在耶穌還與他們同在的時候，這些門徒根本不會想到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
若從第 1 節來看，這段比喻說到「天國」
。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迎接新郎到
來的一場婚禮的慶典，這是猶太人結婚迎娶的習慣，童女拿著油燈等候，一直到迎娶
的隊伍來到之時，他們就要用所準備的油燈，以盛大的燈火，高興跳舞表示歡迎，在
黑夜中用光明來迎接新郎的來臨。
但是，因為路途遙遠，前往女方家族迎娶的隊伍，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到達，若
是途中又遇到天氣的變化、強盜的搶劫或是其它的意外，往往會耽擱行程。因此，和
新娘一起等候的童女，只能等待又等待，不知何時新郎才會到達。
這時，6 到 8 節告訴我們：因為新郎的延遲，愚拙的童女燈裡的油已經快點完了，
不過，聰明的卻是為自己預備更多的油在器具裡。因此，當迎娶的隊伍到達時，愚拙
童女的燈已經沒有油了，要熄了。
在馬太福音當中，作者將天國比喻成結婚的宴席，這個宴席是整個婚嫁迎娶過程
當中最重要的高潮。雖然聖經描寫那十位童女有聰明的有愚拙的，其實這和個人的智
慧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聰明只是指：「他們看到將來可能會發生的情形」，他們不只是
活在現今每一個時刻裡。這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去思考，我們要如何回應未來的景況。
聖經當中，不管是舊約還是新約，常常將上帝或耶穌比喻為新郎（賽 62：5）
，將
祂的百姓比喻為新娘。作者以新郎與新娘的關係來比喻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今天的
經文也是一樣。經文告訴我們，迎娶的新郎遲到了，而且遲到的非常嚴重，以至於等
候的童女都睡著了。
一般我們都會認為等待的童女竟然都睡著了，她們似乎太不儆醒了。然而，睡著
了並非她們不儆醒，因為聰明的與愚笨的童女全部都睡著了。因此，這個比喻的重點
及特色不只是在教導我們儆醒的重要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們，兩種童女在儆
醒的功課上有甚麼差別。
聖經告訴我們：
『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其他器具裏。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
備油』
。因為愚拙的只預備了自以為夠用的油，所以當新郎快到的時候，他們燈裡的油
已經用完了，但是聰明的所準備的油又不夠分給他們，愚拙的只好去買。然而，當他
們回來的時候，新郎已經到了，而且已經將門關起來。他們苦苦哀求要進去，卻是受
到嚴厲的拒絕，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哇嗚，這真的給我們很大的提醒，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情和
預備呢？我們和那些童女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嗎？我們又從他們的身上學到什麼樣的
功課呢？
關於主再來、末後審判的日子，或是上帝國降臨時的景況，許多基督徒在意的是：
何時將要發生呢？教會歷史上，許多基督徒或是教會都在猜測這個日子，有人說是這
個時候、有人說是那個時期。不過，耶穌在此卻是告訴我們：
『沒人知道那日子、那時
辰，根本沒人知道』。
聖經在此說到：當愚拙童女的燈將要滅了的時候，聰明的並沒有答應借油給他們，
因為到時候很有可能連自己的油也不夠用，所以建議愚拙的童女們自己去買。等他們
去買油的時候，新郎卻到了，可惜阿，這五個童女因此錯過了人生最重要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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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透過這個比喻，提醒我們要隨時準備好，迎接祂的再來。然而很有意思的是，
耶穌並不認為聰明的應該分油給愚拙的，或是責備他們沒有愛心；反而是教導我們，
不要學習這些沒有事先準備好油的童女們。
這個比喻提醒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人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任。所以，
當愚拙的童女們錯過新郎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權力去責備聰明的童女沒有分油給他
們。他們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也就是說，誰叫他們不準備更多的油呢？
弟兄姐妹，耶穌在此要提醒我們的，不是指睡著或是醒著，祂是要提醒我們，油
準備好了沒？所準備的油夠不夠用？
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在生命歷程當中是不是應該要有夠用的油，成為光照別人
以及光照世界的見證呢！雖然我們無法知道耶穌何時再來，卻沒有因此就放下自己的
見證，反而是準備好足夠的見證，為著要繼續等候。
不只基督徒如此，教會也是一樣，我們的教會更應該要有積極、真實的見證去等
候主的再來，不管那個時候是何時，都不會影響我們準備迎接主再來的決心。聰明的
童女向愚拙的說，『恐怕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去賣油的那裏去買吧』。沒錯，
基督徒的奉獻、服事和見證，只有成為自己的才是真實的見證，才對自己有利益。別
人的見證再怎麼感動人，對我們的信心其實幫助並不大，更不會影響上帝對我們的審
判。
弟兄姐妹，人與人之間，因為有上帝的愛，有情感的交流，讓生活中的一切都是
這麼的美好。挫折、沮喪、困苦、失望、難過，都是難免的，正因為有如此難以擔當
的事情，幫助我們學會更加珍惜目前所有的，就是最珍貴的信仰，以及在主裡的『彼
此相愛與扶持』！
耶穌對童女們的要求是，是否準備好夠用的油嗎。沒錯，我們這些基督徒的生命
當中，是不是有足夠的油，足夠的見證，等候主的再來呢？如果油不夠、見證不足，
豈不是要好好的預備，免得日子來臨時什麼都沒有？主對那些臨時買油回來的童女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12 節)」。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多少還有一些見證，還算是一個基督徒，這樣就夠了，
到時主若詢問，還可以勉強得到恩典。不過，到時，不知主對我們說的會是：
「你這又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還是會對我們說：「我不認識你」。
許多人都以為自己的所做所為已經夠了，認為自己常常參加禮拜，也讀過一些聖
經，偶而也會祈禱，會勸孩子要去教會，有參加聖誕節的慶祝活動，也為許多需要的
單位來奉獻。沒錯，這些都非常重要，也是每一位基督徒應該要做的。不過，耶穌卻
是要求我們要常常成為光照這個社會的見證，不只目前如此，以後的日子依然要如此
預備自己。
弟兄姐妹，就算是主耶穌再來的日子，我們有生之年看不到，我們個人的終末，
有一天也一定會臨到，而且沒有人能確定那日幾時會臨到。就像我常說的：其實，
「棺
材裝的是死人，不是裝老人」不是嗎，我們千萬不要讓無知充滿我們的心，以至於我
們甚麼都不怕。
所以任何人都要隨時準備心來面對上帝。既然終末一定會到，而且隨時都有可能
會到，那我們就要做好迎接終末臨到的準備，而準備的方法就是：「盡忠職守」，也就
是忠心、盡力做好上帝所交待給我們的工作，而且不要去做那本來就不應該做的事。
如果我們已經隨時準備好，何必怕死亡的臨到呢！也不必怕主耶穌何時會再來！
甚至，我們也會像那些聰明的童女，等到睡著了也沒關係，因為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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