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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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三福訓練已進入第四週課程，請弟兄姐妹向牧師、傳道或長老提供可接受
探訪的兄姐。
2. ★恭喜洪子卿弟兄夫婦喜獲一男嬰，求主賜福。
3. 2017 年度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4. 今年海外宣教日期為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將與嘉義浸信會至緬甸東枝舉行義診
及短宣(本會負責)，期間亦前往東尼學生中心關心山區貧苦兒童生活，並幫助其
伙食費(每人一年 6,000 元，有 44 人)，請大家開始為此奉獻。
5.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預定於 6 月中旬開始啓用新聖詩。硬皮$290/本，軟皮金
邊$350/本，每戶補助$200，即日起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5 月 27 日截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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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截止。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7. ★台中中會傳道部訂 27 日(日)下午 14:00~17:00 佇向上教會舉行長執訓練會，
主題：「教會社會化之危機」，請要參加的長執向洪添裕長老或曾青美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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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5/20)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5 章 26~27 節；
16 章 4b~15 節。
2. 五月 27 日(日)12:00 召開夏令營籌備會，地點：2 樓 A 教室。
3. 舉辦 2018 暑期兒童營「英雄練習曲~原力覺醒」，
活動日期：7/2(一)~7/8(日)，
活動時間：7/2(一)~7/6(五)，17:00~21:00；活動期間供應晚餐，請自備餐具。
7/7(六)舉辦戶外活動(不另收費，家長欲參加費用另計)。
7/8(日)08:30~12:00，為成果發表會與頒獎，備有中餐。
1 口琴班○
2 律動班○
3 輕黏土創意美術班○
4 太鼓班○
5 桌球○
6 羽球
招收班別：○
(報名桌球、羽球者請自備球拍；因場地因素，羽球場為露天場地，
若因天候不佳，則當日併班至桌球班，學員需另預備桌球拍。口琴
請自備或團購 450 元/把)。
費用：1000 元/人(5/31 前 900 元/人)。請至教會網站或幹事辦公室報名並繳費。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由台中中會主辦、中區三中會第 30 屆松年聯誼大會，時間：5 月 25 日(五)08:30
於教會集合出發。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行【長者肌力訓練研習會】，時間：6 月 7 日(四)上午 9 點至
11 點 30 分，免費參加(欲購彈力帶者每份 150 元請於報名時繳交)。講習會地點：
柳原教會，報名截止日期：5 月 25 日，報名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日第一堂禮拜後舉行例會，地點：2F 長執會議室，主理：鍾湘怡師母，司會：
陳慧錦執事，題目：「先求祂的國和義」，經文：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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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五月 25 日(五)三福訓練，晚上 7:20 上課，主題：「恩典/罪人」，講師：耿明德牧
師，協助探訪：劉美緻長老、劉雅玲執事。
五、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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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一名，值班時間：每週六上午 9-12 時(七月開始)，意者請向圖書館
組或辦公室留下聯絡資訊。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健行教會訂本日(5/20)11:50~14:30 舉行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2. 東港教會訂 6 月 24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鄭宏輝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萬民教會訂 5 月 27 日(日)下午 3 點，於新野宴會館舉行萬民教會昇格
堂會暨牧師黃雅恩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第四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5/4~6/29）順利進行代禱。學員六位：陳正榮、
賴信旭、顏姿叡、張哲豪、王月珊、呂明玲。
2.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增長。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
陳春生兄、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卓聖耘
弟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Lán kiâⁿ hó m̄ thang sit-chì, in-ūi nā bô hoe-sim, kàu kî ōe siu-sêng.
(Ka-lia̍ p-thàì 6:9)
(台語)咱行好，呣通失志，因為若無灰心，到期會收成。（加拉太 6:9）
(華語)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 6:9）
＊下週金句＊
以弗所書 1:7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5/26)由何啓光執事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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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5/20(日)

5/21(一)

5/22(二)

5/23(三)

5/24(四)

5/25(五)

5/26(六)

經節

民3章

民4章

民5章

民6章

民7章

民 8-9 章

民 10-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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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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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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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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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耿明德

成為別人生命
中的天使

太25:34~40、
徒20:35

8

246
315A
508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27

蕭仁維

順服聖靈的
生活

羅馬書8: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30

胡翠峯

誰選誰

約翰福音
一:35~42

33

40、104、512

同上

＊上週講道＊
【上帝國的價值觀】

路 4:5~8、傳 2:4~11、傳 12:1、13~14

陳祐陞牧師 2018/5/13

今天是母親節，代先向在座母親恭喜，願上帝賜福恁有健康的身體，在咱的胸前
都有別著一朵剪絨花（康乃馨），不論你戴紅、白，攏是思念老母的愛。
今天也是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的紀念日，咱沒有特別的擴大慶祝，只有邀請幾
位貴賓，也有紅香姐妹教會，在會中來唱祝歌與咱相及歡喜。
咱每一個人攏有咱的價值觀，就是什麼對你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有價值
觀建立在你人生裡面，當你每一次決定代誌的時，這就成為你的標準，你欲或是不要
一定要根據你的價值觀來做判斷及選擇。當咱成為上帝百姓以後，上帝導咱進入一個
不同的國度，咱說上帝的國度，上帝國與世界的國度是不相响，因為他的王管理者不
同。咱剛才讀聖經傳道書第二章，在此有一個人開始用世界的價值觀來建立他的人生，
後來經歷一生後他所寫出的話，這人就是所羅門王。所羅門王做以色列王 40 年久，什
麼款的享受他都享受過啦！到他晚年來寫傳道書說這些話。所羅門王他原本所定的價
值觀即是及時行樂，只要我能夠享受，能夠快樂就好，所以他想盡辦法為自己起厝，
起花園、果子園，用許多僕人，什麼享受攏有，到 11v 他說：
「我看我的手所做一切的
工以及我所著磨的勞碌。看啊，這攏是空虛，攏是掠風；佇日光的下面攏無利益。」
所以最後他在十二章的結論是「我經過這一生所學習到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要敬畏上
帝，趁你少年的日會曉記念創造你的主。」這是所羅門王在人生路尾所做的結論，用
按呢起來喚起世人說「你的價值觀一定要從頭建立正確，不可建立在金錢、享受、物
質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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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棄捨舊的國度的價值觀。
‘
舊國度的價值觀是受撒但管轄，咱的主人不是上帝，親像你對小漢就互人綁票，
掠你去的人互你吃、互你穿，總是他欲控制你，你要聽他的話，去做歹代誌。有一日
你的父母找到你啦，告訴你「你呣免閣受苦，你可以回來，因為我已經為你付出贖金，
歹人不能再控制你了。」在那時你才知原來你有真正屬你、閣疼你的父母，過去我受
這些人綁票，生活痛苦，犯罪、生活在驚惶中，沒有真正的平安喜樂，所以我欲回去。
兄弟姐妹，你想這個兒子回到自己父母的厝他的生活方式是否再像以前一樣？以前這
些歹人要他去偷人、搶人、害人做歹代誌多多，他攏要聽，互他無分別善惡的能力，
當他回來到真正父母的身邊，這個父親是公義的，聖潔的、慈愛的、良善的，所以這
個兒子就要改變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咱基督徒就是親像這樣，咱以前是互撒旦控
制，今仔日是回來到上帝愛的國度，上帝不止疼咱閣將他一切的好互咱，他互咱最好
的即是永恆，他欲導咱進入永恆的國度，從今生進入永生；他互咱最大的禮物即是赦
罪，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咱用錢、積功德換來的，是通過耶穌基督白白互咱的。
所以咱換了國度以後，不止生活方式要改變，你的價值觀也要改變。兄弟姐妹，你可
以問你自己一個問題「全世界什麼對我是最重要的？」到你人生路尾，設使你所有的
要一項一項放掉，你到最後欲掠住的是什麼？答得出來嗎？即是最後你 當丟掉的是
什麼？你的信仰！你與上帝的關係！你的上帝！對不對？因為上帝是一切福氣的源
頭，這個源頭若無法掠住，一切就歸佇空空。
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 )是 19 世紀美國最出名、偉大的佈道家，為什
麼上帝會重用這個人？因為有一天上帝改變他的價值觀。慕迪父親很早去逝，有八個
兒子，母親扶養不起，大部份送的親人去養。慕迪是互他在波士頓開鞋工廠的舅舅
飼大漢。這個囝仔很小漢就有生意頭腦，聽說進到他店的人客，沒一個沒買鞋出來的，
他總是有辦法叫你買鞋，才 13 歲他就對做生意很有趣味，所以他立志欲賺 10 萬元(美
金)做一個有錢人，他的價值觀是欲賺錢，欲做一個成功生意人。總是什麼人改變他的
價值觀？什麼事發生來影響他的一生？即是他的一位主日學老師。有一天這個老師來
他的工廠訪問他，他舅舅說那個孩子在後面倉庫整理鞋子，老師來到倉庫問慕迪一句
話「慕迪，我看你在主日學，大家在讀聖經，你連約翰福音在叼位都翻不到，我看你
對上帝是很生疏，請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欲互這位上帝來引導你一生的路程？」慕迪
答不出來，想說我從小去主日學，也不知在上啥，我與上帝親像也沒什麼關係，就在
這間倉庫這位主日學老師帶慕迪跪下來禱告，接受耶穌做他的救主，這是慕迪開始進
入上帝國度的第一步，他就開始很認真上主日學，這個主日學老師後來得到肺病，想
欲回去故鄉養病，就將主日學學生交互慕迪，在他欲回去故鄉的前幾天，他告訴慕迪
我很關心有一個學生還沒得救，你與我做伙去探訪，就二人相及去，最後這個學生決
志接受主，老師與學生禱告的場面深深感動慕迪，慕迪說「今天我看到比賺錢更重要
更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就是替上帝去賺人的靈魂。」所以他就開始改變他的價值觀，
不是欲賺 10 萬美金，是欲去救 10 萬人的靈魂。當這位主日學老師欲回去故鄉那日，
慕迪送他到火車站，老師知道他在世間的日子不多久，因當時肺病還沒有特效藥，他
就攑手望天對慕迪說「天堂相見面」
，就在火車站師生二人分別。慕迪他說這一幕師生
道別，他畢生難忘。從那天起，他開始教主日學，做老師比賣鞋更認真，學生若沒來，
他一定去厝裡訪問，學生知老師來，躲在二樓床下，慕迪把他拉出來，是這麼認真的
老師，所以主日學成長到 1000 人。慕迪到貧民窟去帶那些失學的囝仔傳福音互，在
美國佈道都是人山人海，一次幾百幾千人悔改信主。後來去歐洲、英國二次傳道，幾
萬人大家在遐排隊等候他講道。一個推銷鞋子的囝仔換了他的價值觀，掠救人靈魂做
第一要緊，他的人生就成做不相响，上帝重重來使用他。今天在芝加哥還有慕迪聖經
學院，人已經過逝一百多年，總是生命還繼續在遐發生影響力。
所以咱要棄捨許多舊的價值觀，因為舊的價值觀是屬世界的，是暫時的，沒永遠
的價值，有一日會過去。咱剛才讀路加四章給咱說，今仔日撒但用金錢權勢、成功(地
位)、感情來引誘咱，任何在你心中取代上帝的你一定要謹慎，你要捨棄舊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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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要建立上帝國度的價值觀
在傳道書中所羅門王開始是往世界價值觀追求，結果是按怎？他說「一切都是空
虛都是掠風，在日光的下面攏無利益，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勸咱「著趁你少年的日，
患難無快樂日子猶未到，記念創造你的主。」閣要敬畏上帝，謹慎守伊的誡命，這就
是人齊備的本份。在馬太福音裡面，你若一章一章去讀，你可以看到許多耶穌所欲互
咱的價值觀，耶穌很清楚告訴我們，在人生中有許多不值得你去掠住的東西，這些東
西你要給放落，馬太五章是說「八福」
，是按怎耶穌說心內喪鄉、憂悶的人有福氣，溫
柔的人有福氣？耶穌的價值觀是根據啥？是根據你與上帝的關係，在此耶穌互咱有一
個上帝國價值觀的中心是在馬太六:33v「獨獨代先求他的國與伊的義，就這些物攏欲
續互恁」
，這是耶穌互咱價值觀的標準，什麼代誌你若掠上帝國度為要緊，掠上帝的國
度做第一，其它的事你呣免求，上帝攏欲互你。十三章最出名是關係天國的寶貝，44v
說「有一個商人找到一粒寶貴的珍珠，就賣掉他一切所有的，歡歡喜喜去買這粒珍珠」
，
意思即是上帝的國度是值得你用盡所有一切的去換來，是漢呢有價值的，在歷史上多
少信仰的偉人，就是為著欲持守的信仰甘願犧牲一切，咱看 150 年前巴克禮牧師、
馬雅各醫師、馬偕博士、梅監霧牧師是按怎欲來到台灣，因為的價值觀攏是建立
在上帝國上面。
到 18 章你會看到一個更奇怪的價值觀，耶穌說一個人有 100 隻羊，失落一隻，他
就放下 99 隻去找那隻失喪的羊仔。99:1 這個數目再笨的人也知道哪一個卡大，總是耶
穌的價值觀裡是一失喪的靈魂贏過一切，你要找失喪的靈魂回來，因為那是天父的心
意，是天父所關心的，人若沒回來到上帝的面前，是永遠沒盼望，因為你與天父失落
關係，耶穌來，是欲來拯救咱，互咱與上帝回復父子的關係，所以咱要去尋找那隻失
落的羊仔。
你愈看聖經你會愈感覺上帝國數字很趣味，咱掠為大的，耶穌說是小的，那個寡
婦奉獻 2 仙錢，耶穌說這是最大的，因為他是將他的心、他所有的都奉獻出來。在 18
章耶穌也說囝仔在天國是大的，咱有時會說「囝仔算什麼？」學生說「囝仔在此吵，
不要吵，耶穌很無閒，懶得理你們， 管恁！」總是耶穌說「容允細子就近我」耶穌
抱囝子為祝福，又說「若沒親像囝仔，決斷 入天國」
。有時咱愈聽愈奇怪，耶穌的
價值觀咱真正要學習。到十九章耶穌說永生比財寶更卡有價值，說有一個少年財主來
找耶穌，問耶穌說「先生，我著行什麼好通得到永生？」耶穌說「你若要做完全，著
賣你所有的來互喪鄉人，閣來隨我。」這個少年財主聽了憂憂愁愁就離開，聖經說因
為伊產業真多。從耶穌來看無論你有多少財富，都 當與成為主的門徒來比。建立你
正確的價值觀，上帝欲賜福互你的，是超過你所想像會到的。
三、誰欲幫助你來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只有耶穌基督能改變你的價值觀。除非你
真正認識耶穌，若無你無法度來改變。錢真好，是按怎我不要？享樂很好，是按怎我
不要？總是你認識耶穌基督以後，你會當親像保羅說「我掠識我的主耶穌基督做至寶。」
耶穌才是咱的一切，聖經說「上帝將一切的豐盛，居住在耶穌基督裡面」
，你得到耶穌
即是得到一切的豐盛。今仔日上帝將恩典互咱，你的信仰你要珍惜，你的價值觀要建
立在上帝的國度，互耶穌來改變你的價值觀。在新約裡面，改變價值觀最好的例，就
是撒該，本來他是一個貪財的人，總是當耶穌到他的家中，他在遐完全改變，給主說
「我將我財產一半互喪鄉人，以前我歪什麼人的錢，今天我四倍還他。」這種改變是
奇妙的，只有當主耶穌進入你的生命，你才做會出來。
兄弟姐妹，在咱慶祝柳原教會設教 120 年時，求主幫助咱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掠
上帝做你生命第一要緊，將你的生命奉獻互主，互他來賜福互你，一生使用你，同心
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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