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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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11/3)舉行今年第三次臨時會員和會，選舉執事（2020~2023 年）4 位。會員
名單公告於公佈欄，有錯誤者請與青美幹事連絡。
2. 2019 年 10 月 27 日第二次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長老 12 名，任期如下：
四年任：許允麗、葉美玲、張玉旻。（2020~2023 年）
三年任：何啓光、楊凱成、劉雅玲。（2020~2022 年）
二年任：何中亨、卓孟佑、卓啓煌。（2020~2021 年）
一年任：余燕儒、許明暉、廖寶蓮。（2020 年）
3. 2020 年小會事工組織分配
代議長老：許明暉，書記：許允麗。
禮拜委員會–主委：廖寶蓮，副主委：葉美玲。
宣道委員會–主委：卓啓煌，副主委：楊凱成。
教育委員會–主委：劉雅玲，副主委：卓孟佑。
總務委員會–主委：何中亨，副主委：何啓光。
服務委員會–主委：余燕儒，副主委：張玉旻。
4. 提名 2020~2023 執事候選人：
王月珊、何秋萍、周芝韻、陳慧錦、黃惠冠、鄺豫麟 6 人。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11/3)舉行臨時會員和會選舉執事，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
09:30。
2. ★宣道委員會卓啓煌、卓聖育、張麗真、高雅智、洪添裕及聖歌隊楊凱成等全體
隊員，請於本日(11/3)禮拜結束後，在 2 樓 A 教室集合，討論聖誕節事宜。
3. ★下週主日(11/10)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含新當選者)參
加，會中將安排 2020 年各委員會組織，下午 1:00~3:00 安排長執訓練課程。
4. ★本會訂於 11 月 17 日(主日)至惠蓀林場舉行野外禮拜，當日早上 07:30 教會集合。
5.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1 月 16 日(六)上午 09:30 在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第 11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敬邀牧師顧問、董事同工及管委會主委撥空蒞臨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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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1/22 每週五晚上 7:10~9:00（原訂 11/8 課程因曾牧師外出，移
到 11/22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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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0 月 20 日年會中選出 2020 年度會長：陳佳萍，副會長兼頌聲團長：程玉珍，
書記：王惠玲，會計：盧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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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同工音控和 PPT 製作投影，免經驗，只要有心我們
教你到會。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四、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1 月 10 日舉行例會，講師：程玉珍中醫師，內容：「如何加油」。會後舉行慶
生會，11 月壽星如下：王啓明、尤芳美、許湯秀、張秀英。
2. 天氣涼了，請契友們多添加衣物保暖~
3.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及成立 40 週年，舉辦敬老（年滿 80 歲，民國 28
年前出生者）暨慶婚（今年結婚滿 50、55、60、65、70 年者）感恩禮拜。費用：
400 元，請洽林政義長老，11 月 17 日截止，請踴躍報名（有精美拌手禮）。
(1)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正開始禮拜。
(2)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五、家庭團契（會長：許庭魁弟兄）
10 月 26 日年會中選出 2020 年度會長：許庭魁，副會長：何啓光。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今年是松大總校設校 30 週年，於 11 月 5 日(二)在台南長榮大學體育館舉行感恩
禮拜及慶祝活動，全國松年大學將聚集一起。本分校訂於當天上午 07:00 在教會
集合出發，慶祝活動後前往四草綠色隧道遊覽，請兄姐為此次活動代禱。
七、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1. 感謝主，圖書館志工已滿額，如有興趣的兄姐歡迎報名為儲備志工。
2. 兄姐如有想看的書，歡迎推薦給組長列為購書參考。
八、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蔡宗良執事、白明艷姐妹。
九、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本日(11/3)【源咖啡】暫停。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第 89 屆冬季議會，於 11 月 5 日在磐頂教會舉行，本會由陳祐陞牧師、
耿明德牧師及許明暉長老參加。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於 11 月 9 日(六)9 點在柳原教會舉行第 30 屆會員大會。歡
迎牧師、傳道師、現任/退任長執踴躍參加。
3. 台中大專事工部訂 11 月 10 日(日)下午 3 時，於忠明長老教會舉行蔡恆偉傳道
師封立牧師暨就任台中大專學生中心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傳道部 11 月 17 日(日)14:00~17:00 舉行今年第三次長執訓練會，內容：
「從歷史處境到群體處境、從上帝作為到身分塑造」
，地點：南投長老教會。費
用：200 元。
5. 台中中會財務部於 11 月 23 日(六)08:20~12:00 舉行財務人員研習會，地點：柳
原教會。請相關財務同工向辦公室報名，11 月 17 日截止。
6.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聖誕市集愛享 2」
，時間：11 月 30 日(六)10:00~15:00，
地點：道禾六藝文化館廣場(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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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會訂 11 月 20 日(三)10:00 於台南神學院禮拜堂舉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
案館落成啓用感恩禮拜。
8. 第 57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哥林多前書》
，時間：2020 年 2 月 3 日(一)~8 日
(六)，主題：「愛冤家」，地點：中華電信台中黎明會館，費用：3500 元。請至
下列網址報名 http://highedu.pct.org.tw/，10 月 30 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的 12 位長老(2020~2023 年)代禱，並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
執事（2020~2023）的選舉代禱。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為 11/15、11/22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最後兩堂，求主保守參加者有始有終，也為
講師–曾昌發牧師代禱。
4.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所選出的幹部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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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陳灱姐、
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
＊本週金句＊
(台語) Kóng-ōe ha̍ p-gî, Chhin-chhiūⁿ kim ê pîn-kó hē tī gûn ê nâ-á. (Chiam-giân 25:11)
(台語) 講話合宜，親像金的蘋果下佇銀的籃仔。(箴言 25:11)
(華語)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言 25:11)
＊下週金句＊
何西阿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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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早禱會由卓孟佑長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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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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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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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3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3(日)

11/4(一)

11/5(二)

11/6(三)

11/7(四)

11/8(五)

11/9(六)

經節

何 5-7

何 8-10

何 11-14

珥 1-2

珥 2-3

摩 1-2

摩 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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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朱麗娟

慈母上帝
永約疼愛

何二:16~23
林前十:11~13

38

282
482
475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10

朱麗娟

慈母上帝
永約疼愛

何二:16~23
林前十:11~13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13

耿明德

你的確要
按呢去行

太六:24~25、
33，七:24~27

24

248、536、
397

同上

＊上週講道＊
【宗教改革的精神】

哈該一:5、羅一:10~17

陳祐陞牧師 2019/10/27

今天是宗教改革紀念主日，在 502 年前，即是 1517 年的 10 月 31 日，馬丁路德提
出「95 條條文」反對當時羅馬天主教會許多違背聖經真理的教示（如：發行贖罪券…）
，
將條文貼在威登堡萬聖教堂大門上，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使徒保羅在耶穌上天的 30 年中將福音傳到羅馬帝國，彼得及其他的使徒在初期或
許受限制於猶太人的傳統觀念（只有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外邦人不配）有猶豫，總是
後來也好膽為福音打拚，彼得曾在羅馬傳福音，約翰長期在羅馬亞西亞省建立教會，
傳說中馬可在亞歷山太城（今日埃及）建立教會，馬太在敘利亞傳福音，多馬將基督
教信仰帶到印度。到主後 150 年敘利亞到羅馬中間各省已經攏有教會，到主後 250 年
羅馬帝國所有省甚至到帝國東邊一些國家都有基督教會。到佇主後 300 年已經傳到非
洲及小亞細亞的國家，信基督教的人數在各大城市中已經成為人口中的多數。到佇主
後 312 年連羅馬皇帝也開始支持基督教教會。基督教會信仰能夠在這 300 年中間很快
發展起來，除了聖靈作工與基督徒認真傳教以外，還有幾個原因：1.整個羅馬帝國從
義大利到印度中間的城市都有共同的語言，這些受當時希臘征服過的國家攏用希臘語
作共同語言。2.猶太人在當已經亡國四散，所以許多猶太人到的所在用會堂當做當時
傳福音的中心。3.羅馬帝國自從該撒奧古士督以來有 300 年的和平與繁榮，歷史上稱
這 300 年為「羅馬承平時期」
，那時在地中海周圍旅行有很自由又方便，咱說「條條道
路通羅馬」就是在那個時代所建立，因為按呢到佇主後 300 年，基督教會已經是一股
勢力。到佇第四世紀教會有更大的變化，沒人想到，原本是迫害教會的羅馬帝國，因
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於 312 年歸主，漸漸到於主後 400 年，基督教已經成為羅馬帝國
的國教，羅馬主教的領導地位也成為基督教會世界最高的權力中心。在咱聖詩前面有
印尼西亞信經，即是 AD325 年君士坦丁皇帝召集全帝國各教區的主教開會所訂出來的
信仰告白。這次的會議也是羅馬大公教會（後來稱為天主教）的第一次會議。所以可
4

以說大公教會（天主教）是從猶太教所生出來的一個分支派。到佇 1054 年羅馬大公教
會正式分裂為二邊。西方是羅馬天主教會，用羅馬為中心，東邊是希臘東正教，用君
士坦丁堡為宗教中心，因為後來 1453 年君士坦丁互回教佔領，東羅馬帝國亡國，所以
東正教的宗教中心再移到莫斯科，就是今天的東正教。
羅馬天主教會在 14、15 世紀已經很腐敗，到佇 1517 年 3 月 15 日教皇利奧十世頒
行歷史上最出名的「贖罪券」。天主教稱為「神聖交易」，教皇宣佈他有權關住地獄之
門，也可以打開往樂園之門，天堂大門的鑰匙掌握在教會手中，人不管你有什麼罪，
只要在死前得到神父的赦免與祝福即可上天堂，當時教會用這樣來教育信徒，一個人
要進入天堂以前，必須要洗清在生所犯的罪，所以你可以向教會買贖罪券，贖罪券可
以減短人犯罪在地獄的刑罰，甚至你父親、你的祖父的罪，你也可以買贖罪券來替他
們還罪。
馬丁．路德是德國人出世於 1483 年，父親是一位礦工，希望他長大成為律師，他
1502 年(19 歲)大學畢業，1505 年 7 月 2 日(22 歲)旅行中遇到大雨躲在樹下，此時雷公
閃電，雷打在樹上，他趴在地上祈禱，在驚惶中許願要成為一個修士，結果真正無死，
在兩星期後，在父親的反對下加入當時最清苦奧古斯丁修道院，1510 年前往羅馬讀神
學博士，看到當時羅馬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生活奢侈與腐敗，互他對原本朝聖心情反
而成為對天主教的領導者失去信心（產生失望）。1512 年（29 歲）完成神學博士，回
到威登堡大學擔任聖經教授。
1508 年（25 歲）一天，當他在修道院靈修時，聖經的一句話互他產生亮光，羅馬
一:17「義人欲因信得活」
，這句話互他知人得到永生是因信稱義(互上帝稱為義人)，不
是靠好行為，是信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咱做成的功勞，恩典是上帝白白互咱的，
不是用錢買的，他說：
「從那時開始他覺得自己得到新生命，整本聖經對他也有全新的
亮光產生，這也互他原本對上帝律法外在的驚畏，轉為對上帝恩典的主觀經歷。有二
個觀點從這產生即是回歸聖經和因信稱義不是靠行為。
所以在 1517 年 10 月 31 日他對天主教會賣贖罪券的行為，認為站在聖經的角度，
理性或是傳統都不能證明贖罪券的正當性，他說：贖罪券的買賣是在鼓勵在罪惡中的
人，不去思考耶穌基督的救恩，不去求上帝的赦免，反而間接鼓勵你可以行歹。當時
馬丁．路德只不過是一個在學校教書，沒幾人認識的誠實教授，將贖罪券的神學依據，
教皇的赦罪權柄，教會的寶庫，三個問題提出來要求大家來進行公開辯論，因為當時
印刷已經很發達，這個消息一經公佈，振動了整個歐洲的教會，對教皇的權威性，教
會的財源收入，攏受嚴重的打擊。在 1518 年他與羅馬天主教會派來的紅衣主教有一場
辯論，1519 年另外一場辯論，路德堅持不要讓步。1520 年他認真用文字來發表他的思
想，寫教會受掠到巴比倫、基督徒的自由許多書來攻擊天主教會。天主教廷(皇)命令
他在 60 天內收回 95 條，馬丁．路德將這個命令公開燒掉。1521 年教皇正式除去他的
教籍，路德與天主教正式分裂，後來天主教會利用各種機會要捉路德，處死，路德開
始跑路。這段時間中馬可．路德又將聖經新約翻譯為德文，以前一般信徒不能有聖經，
聖經是天主教神職人員專用，當百姓讀到聖經互人看到馬丁．路德他論點主張的信仰
根據，對德國人民生活也產生很大的影響。（民智打開）
馬丁．路德原本提出 95 條本意並不是欲分裂羅馬天主教會，他只不過是盡一個神
學家的職份，提出改革的呼籲，總是此舉振動了整個歐洲的教會，產生了宗教改革，
將羅馬天主教分為二部份，原來的羅馬天主教會有人稱為舊教，新分裂出來的教會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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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革宗歸正教會、更正教會或是咱說新教，包括信義宗、加爾文改革宗（長老教會）
、
英國聖公會，這些統稱為基督教，有人稱宗教改革為基督教會第二次分裂。也因為宗
教改革的影響，互羅馬天主教會內部產生反省，因此結束了羅馬天主教會 1000 年來的
黑暗時代。當馬丁．路德在 1521 年在沃木斯受審判的時，當時的皇帝查理四世要求他
收回 95 條認罪，路德說：「除非恁會當用聖經的真理來指出我的錯誤，否則我不欲接
受教皇的權威，我不能也不會撤回我自己的主張，這就是我的立場，求上帝幫助我。」
這是在教會史上非常出名也感動人的一段對話，也成為歷史名言。從馬丁．路德的回
答可以看出改革宗的精神即是回歸到佇聖經，回到真理的立場。
今早上是宗教改革紀念主日，我除了說起宗教改革歷史以外，更加重要的是欲說
改革宗的精神，這三項精神到今天猶原帶互教會很重要的啓示與反省。
一、聖經（上帝的話語）的權威性。羅馬天主教會也承認聖經的權威性，但是在
做法上，羅馬天主教會也主張聖經與傳統攏是信仰的來源與規範。他們又擴大解釋「傳
統」即是教宗所說的話，永遠不會錯誤；
「教宗無謬論」–教宗所發佈的命令與聖經相
款，合法又永遠正確。通過宗教改革互信徒可以自由讀聖經，成為人的亮光。馬丁．
路德說聖經才是基督徒信仰生活上唯一的依據，教皇的命令、大公會議的決定、教會
的傳統若不是依據聖經就失落真理的代表性，教會也失去生命，所以一切回歸聖經。
二、信徒皆祭司。改革宗主張每一個信徒都有祭司的身分，每一人可以通過祈禱
與上帝交通，可以直接來到主面前，領受上帝的赦免，也可以替人祈禱、代求，更可
以直接聽上帝的話，並宣講上帝的話語，不是親像天主教會，逐項攏要經過神父，對
按呢擴大了平信徒的事奉責任。馬丁．路德也主張工作無聖俗之分別，牧師與信徒只
不過是工作性質的分別，將此觀念擴大到信徒工作場所，即是無論你從事什麼行業，
都是在服事上帝，要在你工作上榮光上帝，這種對職業的理解，在後來歐美文化發展
中很重要，互人職業無分貴賤，都是在服事上帝、榮光上帝。
三、不斷改革的精神。宗教改革的精神即是不斷改革的精神，真實的教會應該是
一間已經改革又繼續改革中的教會，長老教會就是互人稱為「改革中的教會」
，羅馬書
七:6 說「咱服事主，是在心靈的新款，不是在文字的舊款。」
，心靈的新款就是根據聖
靈的引導，日日更新，其實一切的改革都是從個人生命的改革開始，當一個人悔改在
主內面成為新創造的人時，自然先影響家庭、教會、社會。柳原已經過 121 年，這 121
年來我相信咱也有不斷在改革，盼望咱的柳原教會是一間改革宗的教會也永遠是改革
中求進步的教會，互上帝所歡喜蒙福的教會。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