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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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為「總會教社奉獻主日」
，三一教會陳靜芬牧師受派前來本會請安、報
告、主禮一、二堂禮拜。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三一教會主禮一、二堂禮拜。
2. 請各團契、委員會於 8 月 24 日前提出執事（2017~20220）候選人推薦名單，
小會將於 8 月 27 日開會討論。
3. 「門徒訓練班課程」，時間：9 月 2 日~10 月 14 日每週五 19:10~21:00，共 6
堂課。9 月 2 日由胡忠銘牧師（高雄德生教會主任牧師、東南亞神學院神學博
士、台南神學院董事長、南神、玉神副教授）主講「禮拜的朝見與服事」
，內
容有關如何參與禮拜及司會人員服事，請兄姐前來參加（長執務必參加）。
9 月 9 日起由鄧開福牧師（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現任台南神
學院新舊約神學副教授）主講「在應許之地的道路上」，請兄姐踴躍參加。
4. 本會卓靜觀弟兄於 8 月 3 日蒙主恩召，享年 85 歲，訂今日下午 2 時，在柳原
教會舉行追思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5. 本會黃楊罔市姐妹於 8 月 9 日蒙主恩召，享年 94 歲，訂明日(8/22)上午 09:30
在本堂舉行追思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6. 八月 28 日(日)第一堂禮拜中舉行第二期三福訓練結訓及授證感恩禮拜，請大
家共同關心本會傳福音事工。
7. 八月 27 日(六)上午 9 時召開小會，會後召開法人柳原教會及後壠子教會董事
會，請全體董事出席。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8/21)成人主日學在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3:10~17。
2. 本會暑期兒童營「愛在這塊土地上」訂 8 月 23~27 日 17:00~21:00 舉行，班
別：口琴班$1400、木琴班$1000、精油班$1000、超輕紙粘土班$1000~$1300、
舞蹈班$1000。請向辦公室報名。
3.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8/21

盧金梅
何秋萍

張榮璋/蘇凱恩、張以諾
卓啓煌/蘇凱恩、張以諾

余燕儒
許明暉

林靜珍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何秋萍
何秋萍

8/28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本主日(8/21)禮拜後舉行例會，司理：朱昌美姐妹，主理：張榮璋弟兄，
主題：「如何做酵素」，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靈修旅遊，日期：10/20(四)~10/21(五)，額滿即截止。
行程：10/20 立康草藥博物館→大樹文化園區→夜宿高雄喜悅酒店。
10/21 搭小巴前往霧台→魯凱部落、伊拉部落→山地門。費用：3100 元。
三、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 9 月 6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 2016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典禮，
主禮：陳祐陞牧師，請兄姐關心、代禱，踴躍參加。
2. 上課時間：9 月 6 日~12 月 21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課程內容：
信仰與生活、保健醫學常識、才藝及康樂活動、生態旅遊、日語、社會新
知等。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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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歐王雪雲姐、陳維順兄。
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頌聲合唱團還在招生哦，每月第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完練習，練唱室見哦！
六、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8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 10 分來教會參加罔市姐的告別禮拜，松年團契與
教會聖歌隊組成聯合詩班唱詩歌 347 首，請兄姐參加。
2. 9 月份第二主日(松年例會及慶生會)會後將改選明年 2017 年會長、副會長
及選出委員 7 名，請兄姐關心代禱。
3. 「樂齡活力行動教室~經絡養生好生活」
，對象：55 歲以上兄姐，參加人數：
10 名（額滿為止），時間：9 月 5 日~11 月 28 日(每週一)09:00~11:00，
地點：柳原教會。請向林政義長老、劉美緻長老報名。
七、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從即日起，第三期學員開始報名。訂於 8 月 21 日(週日)下午 3:30 舉行甄試
兒童班 : 幼稚園大班~小學六年級，每週一晚上 6:30~8:00 上課。
少年班 : 國中一年級以上，每週六下午 2:00 ~ 4:00 上課。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 CPR 急難救助訓練，時間：9 月 10 日(六)08:40~12:00，
地點：草屯教會，9 月 1 日截止。請向鄭雅齡傳道報名 049-233 3393。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真愛幸福，時間：9 月 24 日
(六)10:15~15:30，地點：台中牛排館元太祖蒙古烤肉(公益路 2 段 242 號)，
費用：700 元，9 月 12 日截止，報名請洽 Line：cjhung0130。
3. 公義行動教會訂 9 月 4 日(日)15:00 於台中公園更樓前，舉行黃宗宏牧師就
任第二任牧師感恩禮拜。隨後舉行「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差遣感恩禮拜。
4. 三一教會於台中市烏日區三榮十七路 30 號開拓「三榮教會」
，訂 9 月 11 日
(日)15:00 舉行三榮教會開設暨獻堂感恩禮拜。同時舉行黃暉懋牧師就任三
一教會宣教牧師派駐三榮教會暨成如慧傳道師封立牧師為社區牧師派駐三
榮教會授職感恩禮拜。
5. 忠明教會訂 8 月 28 日(日)15:00 舉行陳智勤牧師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2 日~10 月 14 日門徒訓練班，期盼有更多人受造就。
2. 為本會主日學「暑期兒童營」代禱。
3. 為卓靜觀弟兄、楊罔市姐妹的遺族。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蔡串煉兄、陳維順
兄、歐王雪雲姐、謝敏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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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khiā tī mn̂ g-gōa phah mn̂ g, thiaⁿ-kìⁿ góa ê siaⁿ lâi khui ê lâng,

góa beh jı̍ p-khì chiū-kūn i, lâi kap i chia̍ h, i ia̍ h kap góa chia̍ h.
(Khé-sī-lio̍ k 三:20)
我徛佇門外拍門，聽見我的聲來開的人，我欲入去就近伊，來及伊食，
伊亦及我食。（啓示錄三:20）
(華語)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
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啓示錄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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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7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1 人

四

10:00~11:3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7~9/1 暫停）

黃金鈺、施碧珍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8/27)早上 08:10 禱告會由陳正雄牧師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羅哲夫」，司琴：陳慧錦執事。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8/21(日)
哀 1-5 章

8/22(一)
代上 1-3 章

8/23(二)
代上 4-6 章

8/24(三)

8/25(四)

8/26(五)

8/27(六)

代上 7-9 章

代上 10-13
章

代上 14-16
章

代上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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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陳祐陞

邀請親人來信
耶穌

太廿八:18~20
可五:1~20

19

320
201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28

蕭仁維

撒加利亞的
禱告

路加一:67~80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8/31

陳正雄

經歷上主的
慈愛

王上十五:9~22

2、279、511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九: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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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小女孩立大功】
王下五:1~14
蕭仁維傳道 2016/8/14
一、前言：
11841 公里的距離，不知道大家有何想像？如果用地圖來標記，這段距離是加
拿大到柬埔寨的距離；因為距離而看見生命的需要。一位在加拿大貴湖大學攻讀
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克里斯‧查爾斯，看見了柬埔寨當地因為飲食缺鐵而引發的
健康問題。缺鐵所帶來的影響是：讓人疲勞、降低專注力，更嚴重的會導致嗜睡、
頭暈，甚至是引發流產、早產、產後出血等分娩併發症；對於青少年的影響更大。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查爾斯開始發展鑄鐵小魚的計畫。透過鑄鐵所製作的
小魚，融入當地文化，並結合烹調方式，來改善當地的健康需要，更結合了行銷
策劃以及 NGO 平台來推廣。
這是查爾斯看見生命的需要，而產生的使命。我們的教會在過兩年就要慶祝
120 週年。在 118 年前，宣教師橫跨了 9772 公里從英國到台灣，因為了解台灣的
需要，而產生使命，而在今日的我們也當尋找生命的呼召。
美國長老教會牧師 frederick buechner(弗雷德里克.布氏)曾這樣說：呼召是我們
心裡面最深處的喜樂，是生命最深刻的喜樂，去世界各處需要我們的地方，寫下
我們精采的故事；神學家雷霍因.尼布爾曾說到：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我們無法在
一輩子中來完成，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盼望，來得到平安。
呼召跟使命，是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所放下的種子，並期待有一天能夠發芽、
茁壯，並為主見證。有時努力一甲子的時間是並不能馬上的完成，但透過傳承，
我們所盼望的必有神的帶領與平安。
二、本論
上帝權能見證在異邦
今天的經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在經文中很特別的一點是：上帝
的權能見證在異邦。而這樣的影響是從國王手下的大將到國王本身。在整個故事
串鏈中，上帝用了許多人來見證以及完成。所以，我們先來透析每個人物在經文
中所展現的特質。
【敘利亞國王】 經文記載，他發動攻擊攻打以色列國；但是沒想到，最後
手下大將的痲瘋病，卻是需要透過戰敗國的先知，以及他們的神明才能夠醫治。
信仰的學習是：未識上帝，卻敢於交托。能夠撼動敘利亞帝國國王的心，實在不
容易，或許是國王被逼急了，一心只想要乃縵趕快復原，所以姑且一試，最後卻
得著福音。
【小女孩】 一名被擄至異邦的女孩，雖然身處絕境，但卻依然信靠上帝。
信仰的學習是：信仰扎根，盡本分服事，並見證福音。小女孩說話的份量受到接
納，表明著平時工作的表現一定不俗，進而影響女主人，成為福音引領的勇士。
【乃縵夫人】 經文中並無記載對話，但卻是一個重要紀錄；因為夫人引薦
了小女孩的信仰以及醫治方式，最後讓丈夫可以得到醫治，並認識神。從中可以
推測，與小女孩的相處應是良好，進而女孩獻計，而主人願意接納。信仰的學習
是：接受並認同小女孩的信仰，以及先知的能力。
【乃縵】 循經文的角度來看，乃曼可能不是個大男人主義。或許被病情逼
急了，而抱著最後的希望來相信這位未識之神。而七次沐浴的醫治，也帶來了心
靈的醫治，變得不再自大。信仰的學習是：順服，並蒙福。
【乃縵的僕人】 推動乃縵接受醫治的最後一個推手。字裡行間中透露出僕
人的忠心，為了主人能夠好起來，在旁鼓勵；雖然不認識先知，但卻也知道先知
的身分；是傳達上帝話語的人，故而心生敬畏。信仰的學習是：忠心的事奉，持
守自己工作崗位上的本份；要緊的是看見上帝的權能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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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 忠實忠心的傳達上帝的話語，並不畏懼威脅。乃縵可能因此此神
諭而殺了以利亞，因為這樣的醫治過程有辱將軍的身分。然而可以想像的：以利
亞深信上帝的旨意，而這樣的旨意伴隨著平安，所以他坦然無懼的講出上帝的諭
旨。信仰的學習是：信心的倚靠帶來醫治的見證；親近神，並領受更多的平安。
從以色列國到敘利亞國，一共跨越了 750 公里的距離；小女孩相信他家族所
信奉的上帝，不會因為這段距離而遠離她。而上帝也沒讓他失望，透過醫治的權
能，再一次堅固小女孩的信仰。同時也透過醫治帶來福音並在敘利亞國作見證，
也透過以利亞的手，再一次堅固以色列國王的信心。
生命的新視野
乃縵醫治的故事中，有三名扮演著關鍵角色的人；分別是：小女孩，乃縵夫
人、乃縵的僕人。從這三個身份不一，卻扮演著特殊地位的生命來看，我們可以
略窺上帝用人的方程式。時常，上帝所使用的不是一些著名、顯眼的人，就像是
撒母耳奉上帝之命到大衛家中揀選下一位君王一樣，上帝是看人內心的上帝。
上帝的呼召源於個人對於生命的看見以及認識。
在泰雅爾中會裡，有一間【千星級】的教會。 6 年前阿韻‧尤命牧師蒙召前
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北橫公路上的部落，來到比亞外教會牧養。這是個小而美、
僅有 15 戶、百餘人的泰雅爾族小型聚落。部落經濟雖不富裕，但心靈上卻非常富
足。
部落的信仰是倚靠著禱告來建立的。曾患有精神疾病甚至領有重度身心障礙
手冊的姊妹因為教會族人的守望禱告，如今成為教會的長老。更認清「靠山吃山」
的環境以及資源，於是發展「生命」
、
「生態」
、
「生活」三元素的教會事工方向。
「生
命」就是穩定的教會生活及信仰靈命的培育，「生態」就是善用上帝給予的資源，
遵守部落傳統規範與信仰的反省，發展出有機產業。
「生活」指的就是自已的部落
自己救，每月定期舉辦志工日，大大小小一起做部落環境的志工。
看見生命的特色而明白呼召呼召的方向
我們看見乃縵之所以得痊癒，可說是全憑一名從以色列擄來的婢女所提供的
消息。而這樣的現象，對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和工作崗位有什麽提示？在比亞外
教會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回應呼召的第一步是看見生命的特色，思考，再回應。
很多人不知道呼召的定義，卻不了解如何回應。關鍵在於，了解自己的生命處境。
我想小女孩一定鄉當清楚自己的身分，但是她內心那一份強大的信仰力量，讓她
敢於諫言主人。
所以，再我們的信仰生涯中，需要不時的反問：是否清楚什麽是神對你的呼
召？盡力的尋找生命可以實踐福音的地方以及機會
或許目前的自己正陷入一個困境當中，覺得自己沒有比別人好。但這可能正
是上帝在預備你以及鍛鍊你的屬靈肌肉。
看見上帝的作為而喜悅
在整段經文中，我們看見上帝的權能奇妙的介入敘利亞國，透過乃縵的醫治，
進而見證了福音。身為聖經讀者的我們，必定能同喜於上帝國福音的傳揚。在人
想像不到的地方、以及方式，神的僕人願意相信祂有其妙的作為。有時這樣會反
映在我們禱告的態度；祈求是照我們的意思，但是卻忽略了上帝的意思。
三、結論：
1.看似小女孩立大功，卻不可忽略背後她所仰望的上帝；而上帝也不讓她失望，
雖然身楚敵國，卻也將平安與見證帶到這個敵邦。
2.危機成為見證福音的轉機；生命的困境成為上帝介入的良機，鍛鍊人更以靠
神。求主幫助我們鍛鍊屬靈的肌肉。
3.美國長老教會牧師 frederick buechner(弗雷德里克.布氏)曾這樣說：呼召是我們
心裡面最深處的喜樂，是生命最深刻的喜樂，去世界各處需要我們的地方，寫下
我們精采的故事；雷霍因.尼布爾曾說到：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我們無法在一輩子
中來完成，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盼望，來得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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