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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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訂今日(1/28)09:30 舉行 2018 年「定期會員和會」，本日一、二堂禮拜合併舉
行。會員名單已公告於公佈欄，如有誤漏請向小會書記卓啓煌長老更正。
2. 下主日（2/4）舉行聖餐，08:20 召開小會，事奉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楊凱成、洪添裕、何中亨、王文良、廖寶蓮。
捧杯：卓孟佑、余燕儒、卓啓煌、謝理明、劉美緻。
華語禮拜–捧餅：許明暉，捧杯：廖寶蓮。
3. 「兩年讀經表」置於禮拜堂門口，請需要的兄姐自行拿取。
4. 以便以謝教會為籌募購堂基金，配合年節禮品推銷，訂於 2 月 4 日(主日)派員前來
本會義賣高山茶及柴菇，敬請各位兄姐關心並預備購買。
5.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年紀念冊。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1/2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預告二月份月例會將調整至二月第二週(2/11)舉行！
2. 2018 年度會費請於 1 月 31 日前繳交給會計盧金梅執事。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訂 2 月 11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
2. 二月份壽星：蔡串煉兄、林靜萍姐、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
3. 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已經開始練唱復活節的歌，請大家準時參與！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洪伯宗牧師、王謝月仔姐。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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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幸福」
，時間：2 月 10
日(六)，地點：台中大坑地震公園，費用：700 元，報名方式：Line ID：cjhung0130。
＊代禱事項＊
1.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成長。
2. 請繼續為何國瑋與何建凱兄弟捐肝手術後復健代禱，兩人均已出院回家休養。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林昱慧姐、
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陳增隆兄、林義耕兄、許瑞源長
老、洪伯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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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Lín ēng thun-lún tit-tio̍ h lín ê oa̍ h-miā.（Lō-ka 21:19）
恁用吞忍，得著恁的活命。（路加 21:19）
(華語)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路加21:19）
＊下週金句＊
約翰 8:1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2/3)由劉美緻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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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2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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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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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日)

1/29(一)

1/30(二)

1/31(三)

2/1(四)

2/2(五)

2/3(六)

經節

創 49-50 章

太 1-2 章

太 3-4 章

太5章

太6章

太7章

太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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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2/4

陳祐陞

主欲使用你

徒廿二:1~16

8

75
457
511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4

陳祐陞

主要用你

徒廿二:1~1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7

陳正雄

分享信仰

羅一:8~12

25

370、282、5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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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生命的智慧】

箴言四:20~27

耿明德牧師 2018/1/21

作家吳達分享了他自己的經歷。在他家的巷口有一個賣肉粽的老伯伯，有一次他
去吃肉粽，吃完了，嘴很油、喉嚨很乾，就跟老伯要了一杯水喝。可是，這肉粽伯很
奇怪，他只倒了半杯水給我，還問我說：
「如果你在沙漠中快渴死了，好不容易上帝給
你一杯滿滿的水，但你不小心手一軟，杯子掉了，等撿起來，卻只剩半杯水，你會怎
麼辦」？作者回答說：
「我當然很生氣」
，
「我會恨不得將那隻軟掉的手砍成幾塊，本來
我可以喝滿滿的一杯，害我只剩下半杯，我當然很生氣」
。後來，肉粽伯說，很多人來
他攤子吃肉粽，他都會問這個問題，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像作者一樣，怨這怨那，怪東
西怪南北的；不過，有幾個人的回答卻很不一樣，他們說：
「感謝上帝，我還有半杯水」
。
同樣是半杯水，卻會有不同的看法。各位，你說做人好不好玩？如果是你，你會如何
看這半杯水呢？
其實，若人生是一個杯，它承載著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務，點點滴滴的感受，有
些人的人生豐富又精彩，但是也有人的人生是平凡且困境不斷。但是，世人卻往往為
了沒有的、失去的而悶悶不樂，以致放棄了享受應該要有的快樂。各位，人為了所失
去的而哀傷是人之常情，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自己依然擁有的一切。德國語言學者洪
保特（Wilhelm Humboldt）說：
「我愈來愈相信，人有沒有幸福，主要不是由事件本身
所主導，乃是因人面對事件的態度來決定」
。也就是說：到底你是要選擇正面、快樂，
或是選擇負面、不快樂，你所選擇的就能決定你是不是幸福。就像有一對父子看到一
輛非常豪華的進口轎車，這個兒子不屑的對著父親說：
「坐這種車的人肚子一定沒什麼
學問」！父親則輕描淡寫的回答：
「說這種話的人，除了心態可議之外，口袋裡一定沒
有什麼錢」！我們每天都要在大小事上作選擇，每天早上起床，你就要作選擇，來決
定這一天的心情是『好』還是『壞』，是要選擇繼續睡到『太陽曬屁股』，還是要『起
床上班去工作』
。至於態度呢？就是一種人內在真我的告白，是根植於內心，你內在的
價值觀，像是：喜愛、興趣、信仰、情緒、感情、良心、道德、知識…等等，那就是
你的心思意念，你內心秘密的想法，是內在真正的你。因此，選擇與態度對我們而言
有很重要的意義。
所訂的目標不同，所要走的路自然也不同。有人將人生的目標訂在豐富的資產上，
有人訂在權力、地位上，有人希望揚名立萬，有人卻希望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或是
成熟的信仰…等等。
「幾米」是一位繪本作家，在他的自述中說到，1993 年底，還在廣告公司上班的
他，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難，陷入深深的低潮期。一天的夜裡，他偶然走入一家命
相館，有一位女相士用幾粒米為他卜卦。那位相士說：
「你不要再「寄人籬下」了，要
自己創業。1995 年你將會大發，「獨當一面，不費吹灰之力，財源滾滾從此平步青雲
走上人生高峰」。「幾米」心甘情願付了錢，快樂的走出命相館，感覺人生真是一片光
明。隔年他辭掉了工作，改作一個全職的「插畫工作者」
。但是收入並不多，他內心很
『鬱卒』，如此的收入要如何大發呢？因此，他殷切盼望、期待 1995 年快點到來。好
不容易，1995 年總算到了，他很高興，心想：我的時運到了，今年會是我大大發展的
一年。然而 1995 年舊曆年才過，二月下旬的某一日，在睡眠中他左大腿抽痛得很厲害，
完全無法入睡。三天之後他的大腿就「失去了知覺」
。一開始他依然認為，只是一時不
小心撞到，或是「肌肉拉傷」
，而且醫生也找不出原因，治療也無效。但是他並不在意，
一邊求醫，一邊畫畫。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疼痛越來越厲害，他的身體也越來越衰
弱。一天的午後，他差點昏倒在街頭，太太馬上送他去榮總急診。第二天，主治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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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沉重，宣佈他得到「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也就是血癌。他無可選擇，開始接受化
療。就像電影裡所看到的情形一樣，實在是悲慘。嘔吐，發燒，昏迷，疼痛……，他
在醫院住了六個月，整個人完全變形，臉腫得像包子，頭髮一直掉，驚慌無神的雙眼，
永遠戴著口罩，連站都站不穩。他回憶說：「我精疲力竭的與死神搏鬥」，日日流下無
助的眼淚。離開醫院的那一天，還是狂風暴雨的颱風天，當時的我只想快快逃離醫院，
心裡暗暗發誓，永遠不要再回來這裏。
1995 年，他什麼事都沒做成，躺在醫院的單人房，與世界隔離，「謝絕訪客，流
淚度日」
。幾米回想起那位女相士當年的「鐵口直斷」
。說他日後會「獨當一面」
，沒錯，
生病的痛苦實在是無人可以代替。說他會「不費吹灰之力，財源滾滾」
，沒錯，他只是
躺在床上，保險公司就自動送來百萬的理賠金。說他會「平步青雲走上人生高峰」
，沒
錯，他像皇帝一樣，受到美麗的妻子、仁慈的護士與醫術高明的醫生，二十四小時全
心全意的護理與照顧。幾米將這一切解釋為：「生命大發」的意義。
幾米本來就是一個很會思考的人，且他身上的「血癌」就像保羅身上的「刺」一
樣，讓他對生命更有深沉的體會。因此在他的作品內，有許多值得深深思考的人生哲
理，可以感受到他對生命的態度，是積極的、是常常反省的，同時生命的智慧也反映
在他的作品當中。沒錯，生命需要智慧，因為智慧會幫助生命更加豐盛。箴言四章 20-27
節是基督徒相當熟悉的經文，特別是 23 節最常被人引用，來說明「果效與人心」的因
果關係。這段經文，乃是作者以父親教導孩子「當專注於智慧之道」為勸勉的引喻，
主要是說，人當要遵行上帝的話語，藉此保守自己的心，除去障礙、攔阻的惡念，因
為人所定的生命方向是受到內心所影響。除此之外，人還要遵循上帝所教導的生命之
道，留意自己的眼、口和腳，不可偏左，也不能偏右，否則，會從心中累積邪惡，產
生惡念，導致許多問題的衍生，會因為惡念而產生惡果。
其實，不僅個人是如此，教會也是一樣，甚至國家、團體和組織也不例外。唐朝
太宗皇帝在位之時，留心國事，選賢任能，從諫如流。在君臣共同努力之下，政治清
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勢強盛，史稱「貞觀之治」
。當時賢臣魏徵因為生病而逝，
唐太宗痛哭失聲，悲傷地說：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
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各位，唐太宗將魏徵比為一面鏡子，成
為他生命時時反省的智慧工具。箴言四章 20-27 節亦是一段智慧的話語，上帝藉著祂
的話來提醒我們、幫助我們看見生命的智慧。
智慧之一：保守神的話語在你心中
作者如此說：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
要存記在你心中；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箴 4:20-22）」。
作者勸勉人人要聽從智慧的話語，而且，不但『要注意聽』，更要『側耳而聽』，可見
這話語非常重要。這段智慧的話是有『信仰根基』的話語，是上帝的話。
「注意」聽上
帝的話，表示只有聽是不夠的，更要將上帝的話語「記住」在心內，「反覆思考」。詩
篇 119 章 11 節說：「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箴言 4:21 也說：「都不可
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
「側耳」有「謙恭、定睛、注目」的意思。表示對於上帝的話語，應該要用心、
要專注，甚至要側耳而聽，不可隨隨便便。因此，人用耳朵聽上帝的話，用眼睛讀聖
經，接著就要「記在心裏」
；將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行事、為人』的依靠與準則。箴
言 4:22 告訴我們：
「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上帝智慧的
話語就像是「食物」一樣，能餵養世人、讓人吃飽，是能維持生命的糧食。智慧的話
語也像是『良藥』一般，能使人得著健康。因為一句智慧的話能讓心靈軟弱的人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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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醫治。約翰福音 6：63，主耶穌曾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
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馬太福音 4：4 節也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因此，我們一定要將上帝的話語記在心裏，因為這
話不僅是良藥，更是生命！
智慧之二：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上帝的話如此說：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
『心』，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思想』
。思想就是心，一切的言語、行為，都是
從心所發出的。若看創世記 6：5-6 就較能理解。經文說：「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
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這段經文真實描
述『心』所帶出來的意念與行動。另外，創世記 17：17 對『心』的描寫也很明顯。那
時，當天使告訴亞伯拉罕，他的老婆撒拉要懷孕生子之時，經文說：
「亞伯拉罕就俯伏
在地喜笑，心裏說：
「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真是好笑啊！我們從亞伯拉罕內心所想的話可知：人內心所想的，他的態度就表現出
來。因此亞伯拉罕回應上帝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各位，這種心境、這種
口氣、如此的態度，真實表現出亞伯拉罕的內心。因此，我們的言行舉止，所作所為
是否能使人得著利益？讓上帝得著榮耀？就非常的重要。因為，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 16：7）」。
宋代文人蘇東坡，才華洋溢，他有一位好朋友名叫「佛印禪師」
，平時二人常常互
相切磋，但是每一次都是佛印佔盡上風，蘇東坡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百般用心，想
要讓佛印下不了台。一天，蘇東坡到佛印住的地方，看見佛印正在打坐，就坐在他的
對面陪他。過了一段時間，兩人同時睜開眼睛。剛打坐結束的蘇東坡，感覺神清氣爽、
滿心歡喜，就問佛印：
「你看我現在像什麼」？佛印說：
「我看閣下像一尊佛」
。蘇東坡
聽了非常高興。此時佛印反問他：「那你看我又像什麼」？蘇東坡心想：『哼，平常被
你佔盡便宜，今天我要好好消遣你』！就回答說：
「我看你阿，像一堆牛糞」！佛印聽
後，微微一笑，也沒生氣，又開始打坐。蘇東坡認為自己佔了便宜，越想越高興。回
家後就將此事告訴妹妹。妹妹一聽，嘆了一口氣，說：你喔，今天輸的真慘，
『若是心
中有佛，看萬物就都是佛。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一尊佛。你說佛印像一堆牛糞，
請問大哥，你的心中裝的是什麼呢』？蘇東坡聽後恍然大悟，心裏非常懊惱。
耶穌在馬太福音 12 章如此說：「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心
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馬太 12：34-35）」。
箴言也告訴我們：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發
出的」
。原文中「果效」的意思是「出口、邊界」
。在中文聖經翻譯成：
「你的生活型態
是由你的思想『鑄造』成的」。白話字聖經是說：「伊是你活命的『根源』」。因此我們
明白：
「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這是你生命『開始的地方，是生命的出口、
生命的根源」。
智慧之三：要保守你不偏左右
箴言說：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
向前直觀。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
惡（箴 4:24-27）」。各位，這段經文提醒三項很重要的重點，我們要好好保守它們，
使它們能發揮正確的功能；如此才能使我們「不偏左不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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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守你的嘴
「要除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
。沒錯，人心裡所有的，嘴裡就會說出來，但
是否正確，就需要智慧的判斷。人的口舌是最難管理的。就像雅各書 3：2 說：「原來
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
的全身」。「邪僻」原來的意思是「歪曲」，表示「欺騙、不誠實」。而「乖謬」原來的
意思是「偏離」，表示「不按事理」，不照正道而行。因此，兩句話都在強調：要將不
好的話從口中除去，只留下好話，誠實的話。就像箴言 25：11 所說：「一句話說得合
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
。所以，上帝教訓我們，說話要合於真理，要說積極的話，
要說誠實的話，要常常說造就人的話。
（二）要保守你的眼目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
。沒錯，人的「好奇心」是從眼目
而起的，因此，眼目也容易使人陷入罪的網羅當中。一人在上廁所的時候，看見眼前
門上寫了一句話：
「請向左看」
，他就轉頭向左邊看；牆上寫著「請向右看」
，他又回頭
向右邊看。他的心裡很好奇，右邊有什麼。當他看右邊之時，壁上寫著「請向後看」，
他越來越好奇，好不容易轉身向後邊一看……結果，他很不好意思的轉回頭來。原來
後面牆上寫著：「上廁所不要東張西望」。眼目的好奇，經常會是走向罪惡的根源，就
像約翰一書 2：16 所說：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
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智慧的話語要我們學習「要定意保守自己的眼目」，專注在上帝的身上。
（三）要保守你的腳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修平」原來的意思是「相稱、估量、
估計。引申為：熟慮」的意思。
「堅定」原來的意思是「堅固、建立、正確、穩妥、預
備好」
。整句的意思是：
「對於腳下將要走的路，必須要小心計劃，就能使你走在堅固、
正確的道路上」
。現代社會流行的是多元化、人本主義價值觀，世人相信自己的智慧與
能力，相信自己的感受與判斷，相信自己的命運是操縱在自己的手裏…。其實，人是
被上帝所創造的，人是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人沒有能力找到人生的真理且實現人類
的美好願望。只有完全順服於上帝的旨意才能長久蒙福、才能實現人生真正的意義。
因此我們要保守自己的腳，正路只有一條，偏離正路就是歪路，背棄良善就是邪惡。
這是與現今社會的普遍觀念完全不同的。
結論
生命的智慧就是讓上帝的話語常常記在我們的心裏，成為我們行事為人的引導；
因此，各位，要注意聽上帝的話語，側耳聽祂所說的，不可讓祂離開你的眼目，要記
住在你的心中。因為得著祂的人，就得著生命，又得到醫全體的良藥。因此，各位弟
兄姐妹，你要盡力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你要除
掉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要修平你
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懇求聖靈的提醒
常在我們的心中，確實要記住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智慧，使我們的生命得
著大大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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