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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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第一堂禮拜後 10:45 於長執會議室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參加。
2. 本會訂 7 月 23 日檢帳，請各單位、團契攜帶 2017 年 1~6 月份傳票、簿冊至
2F 小會會議室檢查。本年度檢帳員：廖淑玲、王惠玲、顏美玲、高雅智。
3. 台中中會召開第 87 屆秋季議會，時間：7 月 4 日(二)09:30，地點：台中市十
字園埔里園區禮拜堂。本會由陳祐陞牧師、蕭仁維傳道及代議長老卓啓煌代
表參加。
4. 恭禧本會楊牧恩弟兄與張曼琳姐妹訂 7 月 8 日(六)15:00 於大禮拜堂舉行結婚
感恩禮拜。
5. 本會今年海外短宣團有五人參加，將於八月 5 日~12 日到緬甸東枝、臘戌兩地
義診短宣，並探訪東尼學生中心（孤兒院）
，請大家關心並為東尼學生中心院
內 44 名學童伙食費、協助一名傳道師謝禮及該院圍牆工程奉獻代禱。
6. 7~9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已經寄達，請有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7. 本會林義耕弟兄的母親楊玉珠女士於 6 月 16 日別逝，享年 92 歲，訂七月 9
日(日)在大里自宅舉行告別式，求主安慰遺族。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第三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7/7)單元(十三)：總結評估，請學員晚上 8 點上課。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七月份月例會將於 7 月 16 日禮拜後於長執會議室召開，當天為第三季(七
至九月份)姐妹慶生。
2. 例會主題：
「夏日芳療保養 Easy Go」
，主理人：張榮璋講師，司會：黃金鈺
委員。國際芳療講師張榮璋弟兄教導大家如何在炎熱夏天使用精油，簡單
處理身體不適症狀外，還會傳授夏天也可以輕鬆保養肌膚秘訣哦！歡迎大
家一起參加～
3. 當天例會結束後，召開委員會，請委員們留步參加！
三、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7/2)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10 章 40~42 節。
2. 兒童夏令營–「英雄練習曲~無名英雄聯盟」，時間：7 月 3~8 日(一~六)。
已截止報名，請兄姐關心、代禱。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七月份第二主日（7/9）禮拜後舉行松年團契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邀請
潘哲雄長老信息分享，邀請兄姐踴躍參加。
2. 七月份壽星如下：張連香長老、郭王盆姐、鄭麗娥姐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
樂。【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言十章 22 節)
3. 七月份第五主日(7/30)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服事，請松年團契兄
姐在 7/16、7/23、7/30 等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於松年團契練唱詩歌。
五、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亨長老）
在 7 月 15 日(六)下午 3 點舉行年度發表會，請兄姐踴躍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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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2017 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時間：9 月 5 日~12 月 20 日，請兄姐踴躍參加。
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潘俊任夫婦家庭。
八、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感謝圖書館志工奉獻服務，因部分志工生活作息變動不能繼續值班，擬徵求
圖書館志工若干名，服務時段為週一 12:00~17:00，服務時段徵滿為止，有意
願者請向辦公室或圖書組留下聯絡資訊。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舉辦第四屆全國社青讀經營，主題：「這就是人生
啊！」
，時間：10 月 8~10 日(日下午~二中午)，地點：中華電信學院高雄所，
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費用：3600 元/人（7/15 前網路
報名並完成繳費，享早鳥價 2800 元），報名網址：youth.pct.org.tw/。
2. 「大學新鮮人網路名單填寫平台」http://goo.gl/nJ7uSz，歡迎新生登入填寫，
名單將提供給各地大專中心聯絡、邀請之用。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內即將期末考試及今年參加高中、大學聯考的考生代禱。
2.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及探訪代禱。
3. 為兒童夏令營的開辦（7 月 3 日~8 日）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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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盧有蘭姐、張瑞潮姐。
＊本週金句＊
(台語) Khek-po̍ k sòng-hiong-ê, sī siat-to̍ k chhòng-chō i ê Chú; Lîn-bín

khiàm-kheh-ê, sī chun-kèng Chú. (Chiam-giân14:31)
刻薄喪鄉的，是褻瀆創造伊的主；憐憫欠缺的，是尊敬主。（箴言十四:31）
(華語)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十四:31）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下次(7/8)由
張麗真執事介紹「王興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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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8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6 人

四

10:00~11:30

7、8 月休息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9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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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箴言 16:32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2(日)

7/3(一)

7/4(二)

7/5(三)

7/6(四)

7/7(五)

7/8(六)

經節

摩 1-3 章

摩 4-6 章

摩 7-9 章

何 1-3 章

何 4~5 章

何 6~8 章

何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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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陳祐陞

我有保護者在
身邊

但以理
二:17~36、
46~47

36

42
255
514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9

蕭仁維

上帝在找你

約拿書
一:1-3，3:1-1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12

陳正雄

耐心等候上帝

希伯來
六:13~20

10

13、452、
508

同上

＊上週講道＊
【某人有二個子】
路十五 1~3、11b~32
林耀星牧師 2017/6/25
今天我們所領受的經文，一般標題都寫著「浪子的比喻」
，因此一般都會將重
點放在「慈愛的父親」與這個「小兒子」上面，但難道這個經段耶穌沒有藉由大
兒子要向我們說些什麼嗎？所以我要將重點放在大兒子身上。
壹、福音只給特定人士嗎？
在經文中我們會發現，法利賽人與經學教師們因為遵行潔淨的律法，而認為
耶穌接納罪人，又同他們吃飯，這在律法上是不潔淨的，以至於法利賽人和經學
教師們排斥這些稅吏和罪人，問題是這些人挨近耶穌是要聽主所傳的福音。難道
福音只單單屬於某些人而已嗎？很顯然耶穌不是這樣想。
貳、冷漠世代發出的曙光！
在 2012 年美國有一位名字叫海莉‧福特(Hailey Ford)的五歲小女生，她與媽
媽逛完雜貨鋪出來，遇到了愛德華(Edward)，一個流浪漢。他坐在路邊，已經很多
天沒吃飽飯了。
海莉拉著媽媽的衣角問：
「我可以給他買個三明治嗎？」愛德華高興得當場落
淚，多年的流浪生涯讓他看透了人性的淡薄，而這個小女孩給了他溫暖的一天。
在街上，海莉又遇到了另一個流浪漢，他叫 Billy Ray，一個退伍軍人，在戰爭中
失去了雙腿。無家可歸的他再次激起了海莉的愛心，幫完了一個又一個流浪漢後，
母親告訴她：我們並不是多麼富裕，沒有能力幫助所有人。
這是所有家長面對熱心的孩子，所能說出的最無奈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幫助所有
的人」小女孩的眼角掛著淚水，倔強的看著母親，她沒有絕望：
「不！我要試試看！」
買不起食物，她就自己去種。
於是，在別的小孩正抱洋娃娃的年齡，她把家裡的院子改造成菜園，為了讓
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不餓肚子，她開始學習種菜。這個善良的小女孩開始挖地，播
種，除草，建柵欄沒有種植經驗的她，晚上一個人抱著厚厚的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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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後，她收穫了第一份食物，半袋的胡蘿蔔，大豆和土豆，她把食物送
給了流浪漢 Billy，那時候，她只有 6 歲！想給更多的流浪漢提供食物，這樣的產
量顯然不夠，她的鄰居開始幫助海莉，擴大了「海莉菜園」的生產規模。
小海莉不斷學習種菜的知識，這個剛剛開始念小學的女孩，她立志要餵飽更
多的流浪漢！她做到了她將每一份收穫的食物洗乾淨，用袋子裝好，發放給街上
的流浪漢，一種就是四年，當地的流浪漢很多都和海莉成為了朋友，甚至他們的
狗看到她都會很開心。她把食物分配好，走到當地的貧民區，一個大人都會儘量
避開的地方。而那裡的所有人都會歡迎海莉，熱情的和這個小女孩聊天，並表達
感謝。
然而，餵飽了鎮上的流浪漢後，她卻看到了還有許多人在露宿街頭，她對母
親說：「他們不應該睡在路邊，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家」母親告訴她，「即使我們可
以餵飽一些人，但不可能給他們房子住」。
她和所有任性的小孩一樣：
「但我想試試」於是，她開始嘗試著去蓋房子她拿
起刀子，扛起電鑽，她要為流浪者建一個遮風避雨的小屋。當地的建材商 Lowe’s
知道後小海莉的行動後，只收取她 50%的建材費用。
她的家人幫她在小區裡回收牛仔布和木頭做建築材料，小屋的保暖措施也非
常的到位。別的小孩剛開始搭積木，她已經趴在自己建造的房子裡測量尺寸。並
帶著口罩認真的粉刷牆壁一間精緻的小房子在小海莉的努力下，真的就這麼蓋成
了。
23 個人來幫助她把房子搬到拖車上，而這些人彼此互不相識，他們幫助海莉
將房子送到了需要它的地方。海莉決定，她要蓋更多的小屋，讓街上所有的流浪
者們有一個睡覺的地方。Lowe’s 公司告訴海莉，他們會為她繼續提供建築材料。
她開心的對母親說，我幫助不了所有的人，但「愛」可以。
故事並沒有結束，
「流浪者們需要更多人的幫助！」
，這個 9 歲小女孩的善舉，
成為了一股推動改善流浪漢生活的力量。一位叫凱蒂(Katie)的女士，為那些女流
浪者捐贈了女性用品她將物資交給了海莉，並且告訴她「不夠再來拿」。
一家慈善機構知道海莉的故事後，給她捐了 3000 美元。她將這些錢用來購買
一些生活用品，在一個聖誕節送給了流浪漢的孩子，
「我看到了他們每個人都特別
高興，他們告訴我說：
『我就是他們的聖誕老人』」麗塔(Rita)和 Ray 送了海莉一張
禮卷，她用來購買了一些書，送給了流浪者們。
他們告訴海莉：你是最甜蜜的小姑娘！我希望我們有一天能見到你，你鼓舞
了我們和許多網友，我們總是在猜測你做什麼。相信無論把什麼東西交給你都會
是一件偉大的事！如果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請隨時告訴我們。
不斷有人捐贈物資給她，「和一些機構比起來，顯然她的力量要大得多了！」
「難以置信，這是一個 9 歲的小女孩能做的事！」她將平時的零花錢省下來，以
及利用起外界的捐款，把所有的放學時間都用來去照顧那些流浪漢，這些衣服溫
暖了 51 個小孩。
國外的媒體也開始報導她的故事。
「你是一個偉大的孩子，來自印度最好的祝福」
打著唇釘的法國姑娘在她的 Facebook 上鼓勵她：海莉，世界上需要更多像你
這樣的人。你是個孩子，但你比更多的成年人懂得愛與分享。你是我們的榜樣！
這個世界需要你！
在酒店工作的大叔，他告訴海莉：聽到了你的故事後，我也想為流浪者們做
點什麼，我會將酒店裡多餘的洗髮水和香皂送給他們。
一位長輩對她說：海莉，妳是一個心美的人，真高興我發現了你的 Facebook。我
住在麻薩諸塞州，太遠了所以沒能協助妳的工作。但我手頭還有點閒錢，我會為
妳的努力做出一部分的付出，這個世界需要很多像妳一樣的人！有人開始捐錢，
有人開始捐種子，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到了身邊的流浪者，他們和這些無家可歸的
人聊天，儘可能的幫助他們。
「不應該有人在街頭流浪！」海莉的故事正在改變世界流浪漢的現狀。為了
蓋更多的房子，海莉在 go fund me 發起了網路籌款。gofundme 也為她捐了 1000
美金當問到海莉長大後想做什麼，這個 9 歲的小女孩會說，她說，她想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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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ess Shelter（流浪漢小屋）的管理員。
很顯然的，這位小女孩，她並沒有感覺自己比別人更高一等，只是看見上帝
放在她心裡的感動，上帝的恩典不應該只是她自己領受而已，因此去關心、去接
納比她更弱勢的人的缺乏，而產生了一個大的改變。如果你(妳)順服上帝放在你
(妳)心裡的感動，相信要帶給你(妳)一個更大的祝福與改變的開始。
參、主尋大兒子與小兒子
弟兄姊妹！今天經文一開始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事情？聖經中誰有兩個兒子？
在創世記亞當有兩個兒子–該隱、亞伯，這兩個人獻祭，誰得到上帝悅納？–
亞伯。
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以實瑪利、以撒，這兩人誰承接亞伯拉罕的祝福？–以撒。
以撒有兩個兒子–以掃、雅各，這兩人誰較得著媽媽疼愛？–雅各。
雅各有十二個兒子–誰較得著雅各的疼愛？–約瑟！因為當時最小的便雅憫尚
未出生。
還有什麼人有兩個兒子？約瑟有兩個兒子–瑪拿西、以法蓮，這兩人誰得著雅
各長子的祝福？–以法蓮。
還有什麼人有兩個兒子？摩西有兩個兒子–革順、以利以謝。看起來上帝好像
比較偏愛小兒子！是這樣嗎？
要記得，當主耶穌在講比喻的時候，時常都會連講三個比喻，今天的經段也
是一樣，當主耶穌聽見法利賽人與經學教師，因為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又
耶穌同他們吃飯，他們就私下議論的時候，耶穌就用失羊的比喻、失錢的比喻與
浪子的比喻。請問這三個比喻是在對誰說的？–不錯！是對法利賽人及經學教師說
的。
當耶穌講失羊的比喻與失錢的比喻的時候，或許法利賽人及經學教師會說：
「對啦！這些稅吏和罪人，他們就像遺失的羊跟錢，我們應該將他們尋找回來。」
但是當耶穌說到浪子的比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對耶穌大表贊同說：
「耶穌，你講
得一點都沒有錯，這些人就跟那個浪子一樣，將他父親的家業敗光了！所以那個
大兒子生氣是應該的！他根本不值得父親對他的愛！」
當我們在看比喻的時候，要注意！若有第三個比喻，一般都會有一個轉折，
是否有注意到？前兩個比喻講完就結束沒有再多講什麼，但是第三個比喻講特別
多細節，當小兒子出去放蕩的時候，他的父親是否有出去找他？──沒有。但是當
大兒子為了弟弟回來在生氣，不肯進去的時候；他的父親是趕快出來勸他。
在這裡主耶穌要對法利賽人及經學教師說：
「你們就像那個大兒子一樣，當你們在
屋外為著我接納這些稅吏和罪人，如同在屋外在流浪、生氣、不肯進去，我也會
像那個父親一樣出去找你們」。
肆、主邀你一同與祂歡喜
弟兄姊妹！有時我們就像那個大兒子一樣，當我們看到在外面遊走的街友，
或是一些弱勢族群時，你(妳)是否會用厭惡的眼光看著他們？如果這樣的人來到我
們的教會，你(妳)是否會認為這些人根本就不應該進來教會？甚至認為他們根本就
不配成為上帝的兒女，而心生不滿？但有誰喜歡成為弱勢族群？
當你(妳)因為這些弱勢者進入天父的教會，而在上帝國的外面生氣的時候，主
也要出去找你(妳)、苦勸你(妳)，並對你(妳)說：「兒女啊！你(妳)常和我同在，我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妳)的；可是你(妳)這個流落在外的兄弟姊妹是死而復活，失而
復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慶祝他們重新加入上帝國的大家庭。」
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些弱勢族群的家庭、以及社區中獨居或是早上無
人陪伴的長輩，他們就像那些失去救恩需要重新被接納的小兒子一樣，我們的天
父正倚門等待，期待他們回轉到祂的國度裡，使那些沒有盼望的成為有盼望。
如同海莉一樣，主期待你(妳)參與祂尋找失去救恩的兒女，一起與祂歡喜快樂這些
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兒女回到祂的國度，主將這樣的感動放在你(妳)的心中，這
是我們的福氣。為著主給我們的感動，我們需要更大的場所，不只是禮拜天聚會
的需要，更是讓這群可能受忽略在社區的長輩與青少年，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回到
天父的懷抱。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