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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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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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本會陳祐陞牧師將於 2020 年 4 月中屆齡退休（年滿 70 歲）。
2.小會於 2019.6.9 第六次小會第五案，成立聘牧小組，並於 2019.9.1 第八次小會第
一案議決：接納聘牧小組推薦劉柏超牧師為本會第十任牧師，並行文台中中會派
員主理監選事宜。
3.劉柏超牧師曾於 1995 年 8 月~1997 年 7 月任職本會傳道師二年，現為台南市看西
街教會牧師。
4.劉柏超牧師將於下主日(29 日)至本會主禮二堂禮拜（台、華語）。
5.台中中會將於十月 6 日派監選委員至本會主持臨時會員和會，並辦理劉柏超牧師
監選事宜，當日只有一堂禮拜。
6.本會會員名單公佈於公告欄，如有錯誤，請通知牧師、小會員或青美幹事更正。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日本佈道家森祐理小姐將在第一堂禮拜中以詩歌見證，並有森祐理小姐詩
歌 CD，有意者請至 2 樓樓梯口處購買。
2. ★本會訂於 11 月 17 日(主日)至惠蓀林場舉行野外禮拜，費用：200 元/人，國小
以下 100 元/人（含車資、保險、午餐），即日起至 10 月底前向辦公室報名繳費。
3. ★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紀念冊預定在今年 12 月 1 日出版，因還有許多兄弟姐妹
未繳相片，請尚未繳相片者，在今日前繳交給文華幹事，或於今日禮拜後在管風
琴前拍照。
4.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2019 年主題：
「耶穌的比喻」
，講師：曾昌發牧師，
上課時間：9 月 20 日~11 月 15 日共八週，每週五晚上 7:10~9:00。
5. ★10~12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長執訓練會，時間：今日下午 14:00~17:00，請長執踴躍參
加。地點：豐原教會，主題：「困局與新局．教會如何因應–後現代浪潮衝擊」，
講員：蘇國賢教授(松山教會長老、台灣大學社科院院長)。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9/22)成人主日學在 1 樓松年會館上課，內容：提摩太前書 2 章 1~7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2019 中中婦女二區向天湖、漫遊南庄靈修一日遊，日期：10 月 1 日(二)，
行程：向天湖、南庄老街、頭屋雅聞七里香玫瑰森林。費用：550 元(含車資、
保險、晚餐)報名表請至辦公室領取，即日起請向會長或辦公室報名。~~歡迎有
興趣的弟兄姐妹們一起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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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9 月 8 日例會中選出 2020 年度會長：林靜萍，副會長：張耀文，委員：徐澄榮、
潘哲雄、林政義、張連香、鄭純珠、卓榮造、詹淑靜。
2. 9 月 29 日松契合唱團獻詩，9 月 22、29 日 08:00 請契友於松年會館練唱。
3. 10 月 13 日為「松年事工紀念主日」，請兄姐代禱。
4. 舉辦秋季靈修旅遊，日期：11 月 19~20 日，地點：高屏知性二日遊。費用：3000
元/人（契友有補助）
。行程：D1 新營天鵝湖、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林園海
洋濕地公園、夜宿高雄漢王飯店。D2 玫瑰聖母聖殿教堂、義大世界。報名請洽
林政義長老，10 月 20 日截止。
四、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感謝志工加入服事行列，現尚缺星期一 12:00~14:00，星期四 12:00~14:00、
14:00~17:00 三個時段，請兄姐踴躍參與服事。
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敬拜團於 9 月 8 日選出 2020 年度團長為：張玉旻，副團長為：賴芝亦，請為敬拜
團代禱。
六、社青團契（契長：周芝韻姐妹）
本日(9/22)邀請活力文化咖啡館館長–高嵩明老師專講。主題：「與柳原教會共生
存的所在」
。時間：本日(9/22)下午 1 時~2 時。地點：2 樓 A 教室。專講完將舉行
選舉，選出明年度團契同工。
七、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9 月 28 日(六)15:30~17:00 練唱，請大家準時出席。
八、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平常上課時間：每星期二晚上 7 點 30 分～9 點。
九、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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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南崗教會訂 9 月 29 日(日)15:00 舉行鄭雅齡傳道師封牧暨就任第二任
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性別公義部舉辦專題活動，時間：10 月 26 日(六)09:00~12:00，主題：
「親密關係的暴力與溫柔」
，講員：黃柏威諮商心理師，地點：三榮教會。費用：
100 元/人(含午餐、茶點)，可使用 mail 報名 ifaith031@gmail.com。10/20 截止。
3.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時間：10 月 5 日(六)，地點：
大甲葵海休閒農場，費用：1000 元/人（含午、車費、保險）。報名請洽洪秀貞
組長 Line ID：cjhung0130，9 月 25 日截止。
4.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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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本會 10 月 6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監選劉柏超牧師為第十任牧師順利通過代禱。
2.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長老 12 位(2020~2023)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的選舉代禱。
3. 為 9/20~11/1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課程講師–曾昌發牧師及有更多人參與訓練裝
備代禱。
4.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首長選舉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林義耕兄、
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劉芸溎姐、江慶澤兄。
＊本週金句＊
(台語) Lí tio̍h chīn-la̍t pó-siú lí ê sim. In-ūi i sī oa̍h-miā ê kun-goân. (Chiam-giân 4:23)
(台語)你著盡力保守你的心，因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 4:23)
(華語)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 4:23)
＊下週金句＊
約翰 4:3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08:10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
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9/28)早禱會由陳正雄牧師分享。
＊週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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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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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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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日)

9/23(一)

9/24(二)

9/25(三)

9/26(四)

9/27(五)

9/28(六)

經節

耶 52

彼前 1

彼前 2

彼前 3

彼前 4

彼前 5

彼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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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國度與蒙揀選的人】
太四:17~25、徒二:36~47
陳祐陞牧師 2019/9/15
感謝上帝的恩典，引導咱今早上來到伊的聖殿敬拜他，但願聖靈運行在咱中間。
咱常常聽見天國或是上帝國，到底上帝國是什麼？上帝國英語是 The Kindom of God
當耶穌來到世間的時，他出來傳道理第一句話即是「天國近了，恁著悔改。」到底上
帝國是什麼意思？咱先來看猶太人思想裡面的上帝國與耶穌所說的天國不同的所在。
在猶太人傳統思想裡面，相信上帝會將伊的國度帶來到這個世界，所想的上帝國
是建立在地上面的國度，是一個真 實的國度。以色列百姓從 BC587 年亡國以後，就
一直成為外邦強國的奴隸，受統治，受壓迫，一直期待有一日上帝所應允的國度來
到之時，猶太人能夠回復大衛王國成為世界上最自由、最強盛的國家，在猶太人思想
中的上帝國有包含幾點。(一)物質豐盛的時期。上帝國臨到之時，地上一切物質是非
常豐盛，到那個時陣，上帝欲互地上豐收，的五穀、新酒充滿，四界是葡萄，有極
豐富的物質上的祝福臨到佇國度，不再有喪鄉、不再有欠缺，不再有飢餓。(二)是一
個和諧的社會制度，人與人中間不再有對敵。(三)不再有病疼、艱苦，所有的病疼都
是已經得到醫治。(四)完全和平的時代，這個和平甚至包含人與動物之間也有和平、
記載在以賽亞十一:6~9 這段聖經節，也刻在 NY 聯合國總部的墻壁上，
「豺狼欲及綿羊
仔相及住，豹及山羊仔相及倒啲；牛仔及細隻獅及肥的精牲，最細漢的囝仔欲牽。」
連囝仔牽都不會到咬到，意思就是完全和諧的國度欲臨到。(五)是有權柄的、是掌
權的，無有外邦國家可以贏過猶太人，以色列永遠成為掌權世界的國度，猶太人所期
待的上帝國就是這款的國度。所以當耶穌來到世界的時，掠做耶穌欲帶來互的即
是這種的國度，互不免再受羅馬政府的統治，耶穌來是欲來做王，所以當耶穌最後
進入耶路撒冷之時，出來歡迎耶穌，手拿棕樹枝歡迎耶穌來做王。總是耶穌所說的
上帝國及猶太人心中的上帝國是不相响的。耶穌所說「上帝的國度臨到，天國近了。」
耶穌所說的上帝的國度是什麼？(一)耶穌所說的國度就是上帝管理的所在，凡若是上
帝管理的所在即是上帝國，上帝做王佇那所在在管理。(二)這個國度是對人的心中開
始，所以當學生問耶穌「上帝的國度在佐位？」耶穌說：
「上帝國就佇恁的心中。」所
以國度的臨到是從個人開始，當一個人願意互上帝管理，將他的心來互主徛起的時，
他的心就成為上帝的國度；所以耶穌說：「上帝的國近了」，就是說上帝欲來管理人的
心，臨到人間了，上帝的國度欲臨到啦，人的心欲歸向上帝，社會欲歸向上帝，國家
欲歸向上帝，世界攏欲歸向上帝。
施洗約翰是耶穌的先鋒，當他出來傳福音的時，他也是代先傳說：
「天國近了，恁
著悔改。」呼叫人著悔改。悔改是什麼意思？就是承認自己的罪，將人的心轉向上帝，
來互上帝管理，本來是自己管理的，本來是魔鬼在管理的，今轉向上帝來互上帝管理，
這就是悔改。今仔日上帝的國度臨到咱的中間，這是從心中開始的國度。總是耶穌所
說的上帝國度不是只有在人心中的國度。(二)這個國度是教會。教會就是主耶穌在地
上所建立他的體，耶穌基督最能夠行使他的主權的所在應該就是教會，教會是高舉耶
穌的所在，教會是上帝管理的所在，教會是上帝的國度。主耶穌所欲建立的國度是對
個人、對教會開始，沒有個人歸向上帝，教會就 當成立，歸向上帝的人群同齊來起
造上帝的國度在地上是從教會來開始。今仔日咱柳原教會 121 年來，存在佇這個社區，
不止是互咱來做禮拜的所在，這裡應該是一群有負擔的人，為著上帝的國度，要擴大
上帝的國度，在這個社區，不止是在這個社區，咱是要從這做一個中心，將上帝國度
擴展出去。所以在 121 年來，咱不斷分設教會，8 間自己分設的教會，與台中中會其
它教會開設有 14 間，為什麼咱欲分設教會，就是為著欲宣教，互更多人接觸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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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會一個最重要的的目標即是宣教。(三)主耶穌所說上帝的國度最終的目的就是
有一日他欲閣來，主再來的時陣是永遠榮耀的國度臨到世界，主耶穌欲做王在這個國
度，那時陣咱這些受揀選的基督徒攏欲有份在這個國度。
今天在這個世界閣有一個國度是魔鬼的國度，撒但的國度很強，時常在遐抵抗上
帝的國度，要摧毀上帝的國度，欲阻礙上帝國度的推展，總是請你不可忘記，今仔日
在世界運行的主宰是誰？主耶穌！他猶原掌權在這個世界，不是你、我，是主人，主
耶穌，咱雖然看 到伊，猶閣他在掌權這個世界，所以咱說歷史的主宰是上帝，呣管
惡勢力怎樣興起，主宰歷史的總管猶原是上帝。你若看蘇聯這個國家，你就知影，蘇
聯原本是與英、美民主國家所對抗，共產國家的領導，總是什麼人想會到在 1991.12.26
戈巴契夫下台後，從一國變為十五國，因為百姓要的是民主國家制度。是誰在遐主宰？
請你不可忘記，上帝才是歷史的主宰，整個世界是他在帶領，他有他的計劃，他在執
行。上帝在歷史上一直在揀選人來做伊的器具，咱看初代教會，上帝揀選了什麼人？
在咱剛才所讀的聖經，有彼得、雅各、約翰、安得列。以色列拉比 F.B Mayer 有寫一
本關係彼得的書，在書中他說彼得並不是在馬太四章當耶穌在海邊呼召他的時才認識
耶穌，彼得本來就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已經曾對施洗約翰有許多福音的種子栽在他的
裡面，他也曾對施洗約翰聽他說：「有一位後尾來的，他來比我卡大，我就是替他解
鞋帶也不配。」有一位欲來。所以當耶穌呼召他的時，他馬上知道耶穌就是我的老師
施洗約翰所提起那位欲來彌賽亞，他就放落一切來跟隨主耶穌。
上帝今仔日在這個世界繼續揀選人來參與佇上帝國推展的工作，假使你忘記上帝
選召你的目的，只有每禮拜日來教會坐一點鐘聽牧師講道，坐禮拜，你若忘記你在這
個教會能夠為上帝國負擔為什麼的角色，咱就失去了上帝揀召咱的目的。上帝在這個
世界選召平凡的人，卑微的人，互人看 起的人，普通的人來使用，有時我也會想
說是按怎上帝不要選召那些特別聰明的人，在耶穌的時代豈不是也有許多猶太人有
很好的信仰傳統有祭司，有經學士，有學問的人，對聖經有相當的研究耶穌卻不去
選那些人，反而來選召這些平凡的漁夫，請咱來看哥林多前一:26~29「兄弟啊，試看
恁的受召，照肉體有智慧的無偌多，有權力的無偌多，有尊貴的也無偌多。27 若是上
帝揀世間的戇的，來互智慧的人見誚；上帝也揀世間的軟弱的，來互勇壯的見誚。
28 上帝也揀世間卑賤的，人看呣上目的，以及許個無的，來廢無許個有的，29 互見若
有肉體的，佇上帝的面前無通誇口。」這就是上帝選召人的原則，今天上帝揀選咱進
入他的國度，來成為上帝的器具，所以咱著常常要記得咱的身份是蒙揀選的人，蒙揀
選進入上帝國度，不若是相信他，是欲來跟隨他，來服事他。耶穌說：「來！跟隨我」
非常簡單的兩句話，「來！跟隨我！」我欲互你怎樣？得人如得魚這兩句話竟然有這
麼大的能力，2000 年來歷史上不知有多少人互伊來吸引，來跟隨這位耶穌來服事他，
甘願為伊放捨一切，獻出自己的生命與所有的來服事他。今仔日，上帝要咱再一次提
醒咱自己：「我是蒙揀選的人，是蒙召的人。」當這個意念很堅強在你內面的時，你
就成為不相款，你在上帝的國度你就會互上帝的疼來感動，你會很珍惜上帝所互你的
機會，不是在遐說「我欲」或是「我不欲」服事主，或是在那想說我欲服事主到什麼
程度？
今仔日在上帝的國度，你是不是歡喜成為一個國度的人，你會當給主說：「主啊！
我欲成為一個上帝國度的人，為國度來活，我欲關心上帝的國度，推展上帝的國度在
這個世界。」上帝的國度需要你。兄弟姐妹！咱的教會有許多事工，我很期待你可以
參與來接受挑戰，今年前半年有第五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接受三福最大的收獲是以
前不敢也不會傳福音，現在我敢…享受得人如得魚的喜悅，導人歸主…，下半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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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有門徒造就班，是與台南神學院延伸教育配合，由南神派新、舊約教授來上課，
今年是從 9 月 20 日開始，由曾昌發牧師來講「耶穌所說的比喻」，盼望有較多人來參
加，上帝的國度需要咱來參與。當你互上帝使用的時，伊不是白白來使用你，咱剛才
所讀的聖經，彼得原本是一個普通的漁夫，總是接受挑戰，放落他的魚網去跟隨主耶
穌，成為上帝所使用的器具，一日講道有 3000 人悔改，是彼得嗎？不是！是聖靈用他
為器具。
兄弟姐妹，求主今仔日又一次呼叫你的名，互你會當為國度來活，我不知主欲使
用你負擔的角色是什麼？總是只要你來到主面前，給主說：
「主啊！我願意成為國度的
人，求你使用我。」伊既然揀選你得救，他不是要你只有做一個享受的基督徒，他會
當用你，求主施恩互咱，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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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

劉柏超

信仰的
紅牌策略

耶利米 13:23、
羅馬 7:18-21

11

186
611
402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29

劉柏超

信仰的
紅牌策略

耶利米 13:23、
羅馬 7:18-2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2

耿明德

照恁的信
互恁成全

太九:27~31

30

38、347、3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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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
【耶穌的比喻 Parables of Jesus】
課程目標
藉授課、討論、研讀、和報告了解耶穌的比喻的形成、詮釋歷史、比喻解釋、
實況意義，及今日教會的應用：經文解釋、福音宣講、比喻與上帝國…等。
課程要求：1.學生須參加課堂上課和討論，使用現代中文譯本。
2.研讀指定資料做課堂回應。
指定教材：1.曾昌發，《耶穌的比喻》，台北：永望文化，2018。
2.宋泉盛，《耶穌上帝國的比喻故事》，台北：永望文化，2015。

講師簡介：曾昌發 牧師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主辦單位：台中中會柳原教會
合作單位：台南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上課時間：2019 年 9/20、9/27、10/4、10/18、10/25、11/1、11/8、11/15
每週(五)晚間 7:10-9:10（共計八週 16 小時）
辦理地點：台中中會柳原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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