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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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2/18)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9 點 30 分。
2. 「兩年讀經表」置於禮拜堂門口，請需要的兄姐自行拿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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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訂 3 月 11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許瑞源長老。
三月份壽星：陳潘藟姐、鄭清惠姐。
2. 松年團契舉行泡湯靈修活動(10 人以上成行)，地點：東埔溫泉東光大飯店，
時間：3 月 15、16 日，(二天一夜)，費用：1000 元/人。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歡
迎本會兄姐參加)。
3. 2018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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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卓聖耘弟兄。
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行「228 追思禮拜」，時間：2 月 28 日下午 2:28，地點：
台中公園更樓前。
2. 「2018 年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
，時間：4 月 21 日(六)，地點：柳原教會。
費用：300 元(現場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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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都增長。
2. 為花蓮地震傷亡人員及救護工作代禱。
3. 為吳富敏長老的遺族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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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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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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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聖耘弟兄。

1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ê iûⁿ thiaⁿ góa ê siaⁿ, góa bat in, in ia̍ h tè góa.（Iok-hān 10:27）
我的羊聽我的聲，我識，亦隨我。（約翰 10:27）
(華語)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約翰10:27）
＊下週金句＊
約翰 11:2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2/24)由卓啓煌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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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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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2/18(日)

2/19(一)

2/20(二)

2/21(三)

2/22(四)

2/23(五)

2/24(六)

經節

太 25 章

太 26 章

太 27-28 章

出 1-2 章

出 3-4 章

出 5-6 章

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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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耿明德

信心造就行為

雅各二:14~26

4

47
183
516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25

耿明德

信心造就行為

雅各二:14~2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28

陳正雄

因信稱義

羅五:1~11

4

372、320、5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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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基督徒的日常】

林後十:3~8

蕭仁維傳道 2018/2/11

前言
近年，因為養生保健的意識抬頭，許多的保健食品紛紛推出。我們時常可以在媒
體宣傳中，了解各家商品。
在眾多的廣告當中，有一則廣告引起我的興趣。它這樣說道：人體的免疫系統有
60%~70%在我們的腸胃內，所以照顧好腸胃我們的免疫系統就會好，身體就會健康。因
為腸道系統反映著身體的健康。而相對的，腸道所負責的免疫系統主要是對抗壞菌；
每個人體內有將近 1.5 公斤的壞菌在腸道內，而對抗壞菌就需要有好菌，保護我們人
體不受到破壞罹患疾病；所以，我們的身體每天都在戰鬥，對抗這些壞菌。
基督徒的生活何嘗不是如此；每天除了面對生活之外，在這當中也隱藏著「屬靈
的爭戰」；因為不同的誘惑或是試探，用著包裝的外觀來試探著我們。
本論
經文解析
【生活的爭戰】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道：地獄正召開著會員大會，其中有一個議案是討論著，要
如何打擊人類，會議中，有許多小鬼發表著意見；有的說讓他們遇到很大的困難，在
絕望中就會離開上帝；有的說讓他們得到很大的疾病，讓他們在病痛中絕望，討論聲
此起彼落的回盪；突然，有一個小鬼舉手發言說道，這些方法都不錯，也的確都有成
功的案例，但是另一部分的影響卻是讓一些依然有信仰的人，在這些影響中更堅定信
仰，所以我的方式是消滅他們的鬥志，或是讓他沉溺於網路等不良的習慣，也在他們
的耳邊一直說慢慢來、慢慢來，逐漸的，對生活的事情漸漸的沒有興趣，也對信仰沒
有興趣，讓他們逐漸的頹靡。此一說法立即受到很大的讚賞。
的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的挑戰，但是隨時保持警醒提高戰鬥力，就可以避
免陷入這樣的泥掉中。如同今天的經文，保羅以軍事的象徵，勉勵基督徒的生活，讓
我們了解屬靈的爭戰是如何。
【屬靈的爭戰要用屬靈的方法來對抗】
屬靈的爭戰首先要對付的是自己的肉體；換言之，所倚靠的不是我們自己。在羅
馬書 8:6 中提到「意向於本性就是死；意向於聖靈就有生命和平安。」
。因為本性在沒
有信仰的價值觀的規範下，很容易走偏與迷失。在屬靈的爭戰中，如果我們不能對抗
我們自身的『血氣』，那麼就不會有屬靈『能力』。
這樣的影響時常會出現在：許多時候我們聽道理不受感動，我們不願意參加聚會、
不願意靈修、讀聖經，總覺得有好多理由可以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或是覺得這些事情
很無趣，對它不感興趣；這就是證明你的心裏已經有了撒旦在你心裡所構築的阻擋；
也反映出我們對屬神的事標準降低了，逐漸妥協了。若想要突破這些阻擋，我們不能
僅憑著人所思想的，而是要在神的面前坦白我們的軟弱以及缺乏，求神賜下屬靈的力
量堅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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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的目的是要領人歸順基督】
第五節所談到的「計謀」以及「自高之事」
；這是另一種阻礙人認識神的事。許多
人都有與人分享福音的經驗；在分享的過程中時常可以發現，越有高成就以及學術經
驗越高的人越不容易相信神。因為透過許多的哲學以及科學的驗證，很難來證實這個
信仰。
而撒但深知攔阻人認識神最有效的辦法，便是將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和各樣叫
人自高自大的事灌輸到人的心思裏面。在我們生活中的傳統與哲學理論，和許多先入
為主的觀念，常成為人認識神最大的障礙。所以在想法上面的順服，是人認識神的第
一關。
經文所指的各樣計謀，就是在我們的心裏有許多不同的理由，有時候是許多的藉
口。像是一個理由講通了，又有另一個理由阻擋跑出來。許多理由的表象看似很重要，
但卻是消耗我們精力的事物。
另外一部分的「計謀」帶有「幻想、想像」的意思；這樣的阻擋時常會出現在半
生不熟或是不冷不熱的基督徒身上。感覺跟上帝很熟識，實質上卻是有許多的猜疑，
而這樣的空間卻也給撒旦留地步。撒旦作工在人的思想裏，常給人一個幻想、想像，
人若不懂得拒絕，就會將這樣的想法接收成為自己的想法。
在基督徒的生活裏，有許多罪惡和錯誤，都是從幻想起頭的。這樣的想法特別會
出現在污穢的思想、偷愛世界的思想，但卻不知道太多的思想也是攔阻人順服基督的；
若無法適當的管制自己的思想，會常導致心思紛亂、流蕩。
我們的眼目以及心思意念，是極為軟弱的。人的心思乃是神與鬼爭奪的場所，誰
佔有的地位多，誰就得勝。在軟弱人的心思裏，本來就有撒但堅固的營壘，就是背叛
神的思想。故此，我們可以說，一個人蒙神的拯救有多少，就是看他的心思被奪回有
多少。
因為撒旦的最終詭計，就是使人離棄基督。所以我們為主爭戰，就是要『將人所
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在福音書中，耶穌基督活在地上，所做的事也是一樣，乃是過一種爭戰的生活；
爭戰的目的乃是要叫眾人都能歸順基督。
【我們的權柄】
第八節所提到的「權柄」是指屬於基督徒的一種特權，為要造就其他的信徒。主
賜給我們權柄，因為他自己是一切屬靈權柄的源頭。
權柄在我們一般的看法來說，好像是要管教或是管轄什麼人。但是神卻在他的教
會賜下這樣的權力給他的僕人來服事眾人；耶穌基督也是如此。信徒們最常感受到的，
便是他們的言語沉重以及嚴厲的教導。正如主耶穌當日在教訓人時，眾人感受祂的教
訓乃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一般文士一樣。
所以靠著權柄的教導，不是要刁難信徒，反而是要造就信徒，也堅固教會。在教
會書信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主的工人除非被迫不得已，並不輕易動用權柄採取紀律
行動，嚴厲對待信徒。如同保羅一樣，他是眾所皆知的嚴厲，卻也對著信徒以及教會
的需要而展現柔和謙遜。
而保羅在一番的教導之下，對於自己的經驗而談， 他覺得自己對於權柄的態度完
全正確，即使他被迫為這權柄辯護或稍微誇口，也覺得可以坦然面對主，良心無虧，
不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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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聽聞一位牧師分享一名退休校長的見證。牧師說道，在他牧會的過程中，曾向
這名校長傳福音，但是因為這名校長受過學術的理性與科學推理的訓練，所以很難接
受信仰。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這名校長退休回到老家，後來慕道而信主。他寫了一
封信給這名牧師，信中說到：許多未進基督之門的朋友，常用理性與科學推理的方法
來找尋基督。這樣的學術訓練來尋找上帝，也是很難；因為等於畫地自限。因為人是
有限的受造物，豈能用人的眼界來尋找祂，唯有透過信，並進入到上帝裡面，才能夠
得著。所以相信，是開啟恩典的鑰匙之一。
【屬靈功課】-- 建立屬靈的武器
1. 用智慧讀經成為屬靈的武器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裡面。」
（西三 16）
「神，榮耀的
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祂。」（弗一 17）這二處經文意思
都是我們需要用智慧，領會神在聖經中所啟示屬神之事的話。以弗所書的節文提到，
給我們看見智慧是聯於我們靈的。這種智慧不是我們自然擁有的，乃是由禱告求得的。
在我們心靈中的這種智慧，是超越並高過我們心思中的悟性。我們用心思中的悟性，
讀懂聖經的字面，就要用我們靈中的這種智慧，領略其中的真理。
「用靈接受」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神的話；時時在靈裡禱告。」
（弗六 17~18）經文
告訴我們，要藉著在靈裡禱告，接受神的話。這啟示我們，我們讀經接受神的話，也
需要運用我們的靈；這是需要藉著禱告而來的。所以我們讀經，藉著悟性明瞭了經文
的意思，也藉著智慧領略了經文中的真理，就當運用我們的靈，藉著禱告，把經文中
的真理，接受到我們全人的最深處，就是我們的靈中。
2. 柔和謙遜，不以福音為恥
真正擁有權柄的人絕不輕易使用權柄，即使被人輕視、毀謗，也不願動用權柄，
免得敗壞人；相反的是用來造就。或許過程中會與團體的傳統以及文化拉扯，但是旨
在兼顧教會以及造就信徒，更重要的是同著慈愛來進行。
【結論】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的書信中提到：
「誰要誇口，就該誇耀主的作為！」
；
「如果我必
須誇口，我寧願誇耀那些顯示我自己軟弱的事。」
。在他領受呼召後的生活，一直為了
福音的真道在爭戰。然而他不誇口什麼，反將這些的成就歸榮耀給神；這是他的日常。
願神的靈幫助我們，在思考生命道路上，有屬神的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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