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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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十月 22 日召開 2017 年第一次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8~2021 年執事四名，當天上
午兩堂禮拜合併在 09:30 舉行。
2. 主後 2017 年 10 月 1 日第十五次小會中通過提名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張豐智、
陳佳萍、楊忠憲、程玉珍、賴信旭、高雅智、賴麗月、吳憶恩、顏姿叡 9 人。
3. 本會會員名單公佈於公告欄（10 月 8 日起）
，如有誤漏請向小會書記廖寶蓮長老更正。
4. 本會購買後壠子土地增額容積案討論。
＊通知事項＊
1. 本主日(10/15)是「教育事工紀念主日」
，由向上教會戴碩欽牧師前來請安、報告並
主禮一、二堂禮拜。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向上教會。
2. 下主日(22 日)禮拜後舉行重陽敬老活動。
3. 本日愛餐暫停一次，下主日恢復。
4. 本會黃陳妹姐妹（黃金鈺執事的媽媽）於 10 月 5 日蒙主恩召，享年 87 歲，已於昨
日(10/14)舉行告別禮拜，請為遺族代禱。
5. 「台中二區聯合培靈會」
，時間：10 月 21 日(禮拜六)上午 9 點至 12 點，地點：
忠明教會(西屯區漢口路一段 56-1 號)。講師：林鴻信牧師(台灣神學院前院長，系統
神學教授)，主題：A.唯獨信心。B.宣教的教會。為準備中餐，要參加者請於明日前
向辦公室曾青美幹事報名。
6. 教會園區施工期間，男生廁所請往 1F 走廊底部，女生廁所請至 2F 走廊底部。
1 樓至廣場的進出，請走松年會館旁的走道。
7. 本會為迎接設教 120 週年，除了各項慶祝活動外，教會內、外及園區整修工程分組如下：
A. 土木工程修建組：卓孟佑(召)、謝理明、卓啓煌。
B. 電器視訊聲光組：楊凱成(召)、許明暉、蕭仁維。
C. 教會内外美化組：王文良(召)、劉美緻、洪添裕。
D. 採購組：余燕儒(召)、廖寶蓮、何中亨。
土木工程修建已開始動工，其中松年教室及一樓辦公室將優先完工，全部工程預計
到十二月 15 日完成。請大家為此代禱奉獻（科目：
「建設專款–120 周年」
）
。
教會園區整建工程期間，松年大學請移到二樓長執會議室上課，成人主日學請移到
二樓 A 教室上課。
8.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今日(日)下午 01:30 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
敬邀委員同工、董事長、常董會計、牧師顧問撥空參加。
9. 「新眼光讀經手冊」10~12 月份已經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10. 2017 年柳原門徒造就班 10 月 20 日晚上 7:10~9:10 邀請陳金泉老師主講「白話字速
成班Ⅱ」
，地點：松年教室，請全體長執（因司會需要）及對白話字有興趣的兄姐踴
躍參加。
11. 玉山神學院教牧進修訂 10 月 17~18 日在花蓮校區舉辦「柳原教會神學講座」
，此次
主題為「從聖經來看建造健全教會中次世代宣教–MEBIG 教學」
。本會由陳祐陞牧
師夫婦及蕭仁維傳道夫婦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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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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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10/15)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22:1~14。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主日(10/15)禮拜後將於長執會議室召開年會，選出 2018 年度委員，並改選會
長、副會長；請姐妹們踴躍參加！會中邀請團契輔導–劉美緻長老勉勵。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黃建晟弟兄家庭。
四、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家庭團契訂本日(10/15)16:00 舉行年會，地點：關子嶺長老教會（台南市白河區關
嶺里 61 號），主禮：蕭仁維傳道師、司禮：何啓光執事。請自行前往或於教會集
合坐福音車(洽蕭傳道)。
五、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而就學於神學院及一般公私立
高中職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之申請。
1. 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 70 分以上，高中職學業成積在 75 以上(五
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各科系等比照
大專院校)
2. 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80 分或甲等以上。
3.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29 日止。
六、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養身健康自癒力講座｣。時間：10 月 17 日(二)上午
09:30~11:30，地點：忠孝路長老教會舊禮拜堂（東區忠孝路 288 號）。
2. 10/29 第 5 主日松年團契在主日禮拜中獻詩，10/15、10/22、10/29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練唱詩歌，邀請團契兄姐參與服事，同頌主恩。
3. (1)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南台灣知性二日遊。時間：2017 年 11 月 21~22（星期
二、三）
第一天 06：30 各教會集合出發—﹥08：40 古坑服務區集合—﹥美味午餐—﹥
茂林國家風景區～芒果團隊解說～茂林小長城、多納部落石板屋、紫蝶幽谷（冬
季限定）—﹥漢王大飯店 3F 餐廳晚餐—﹥夜宿高雄漢王大飯店【漢王飯店招
待高雄港觀光客輪 70 分鐘】。
第二天 07：00 晨喚飯店享用早餐—﹥漢王飯店 14 樓會議廳 08：00 靈修—﹥高
雄港觀光客輪～高雄港上船，全程專業導覽高雄港內設施，旗津下船—﹥美味
午餐—﹥威震天南旗後砲台、旗後燈塔、老街—﹥嘉義仁義潭水庫—﹥中埔寶
島美食餐廳晚餐—﹥溫暖的家（Sweet home）
(2)報名：10 月 30 日截止。費用每人 3000 元，請向徐澄榮副會長報名。
4. (1)下個月 11/12 松年團契例會邀請台北市立大學【吳杰穎】教授進行專講，題
目：｢環境與災害：我家在環境的災害高風險區嗎﹖」帶領兄姐了解自己住所
安全的訊息。勢必精彩。邀請各位兄姐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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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師：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都市及區域研究博士。台灣災害管理學會秘書長。
台北市、基隆市、新北市、新竹、桃園等市政府都市設計、規劃審議諮詢委員。
七、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 本日主日禮拜後練習聖誕節歌曲，請兄姐在練唱室集合！
2. 10 月 21 日(六)16:30 召開年會，請大家踴躍參加，會後聚餐，邀請陳祐陞牧師
勉勵！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烏日教會訂 11 月 5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黃春枝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第 11 任
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大墩教會訂 10 月 29 日(日)下午 3 時，於大新國小演奏廳舉行柯伊諾．拉斌牧
師就任第五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魚池教會訂 10 月 15 日下午 3 時舉行升格堂會暨第一任牧師林志郎就任感恩禮
拜。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1 日~10 月 20 日舉行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更多人靈命受造就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及奉獻代禱。
3. 為黃陳妹姐的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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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u-būn ê lâng ū hok-khì, in-ūi in beh siū an-ùi.（Má-thài5:4）
憂悶的人有福氣！因為欲受安慰。（馬太5:4）
(華語)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馬太 5:4）
＊下週金句＊
馬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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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10/21)由
陳正雄介紹「駱先春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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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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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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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0/15(日)

10/16(一)

10/17(二)

10/18(三)

10/18(四)

10/19(五)

10/20(六)

經節

太 5-7 章

太 8-11 章

太 12-15 章

太 6-19 章

太 20-22 章

太 23-25 章

太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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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同上

合堂
台語禮拜

10/22

陳祐陞

長執的角色

羅六:12-13

38

25A
313
508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25

蕭仁維

誡命與約定

申命記5:1-6

4

65,347,507

＊上週講道＊
【試探與誘惑】

太四:1~11

蕭仁維傳道 2017/10/8

一、前言
最近在台灣的社會掀起了一股紫色風暴（seafood 現象）
；探究其原因，不禁讓我
們思索：為何什這樣的宗教會引起那麼都人的吸引以及注意？原因這樣的現象多來自
於人的宗教性，以及對於神祕力量的不了解等。透過今天的經文幫助我們了解，人在
生命的基本需要，以及在成就的追求過程中容易受到的攻擊的部分；屬世的事情，對
於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來說，並不是生活唯一的目標。
二、本論
【脈絡概觀】
1.上帝、聖靈、試探者與魔鬼的關係。試探有時候並不一定是魔鬼的作為，而是
一種測試。除了讓測試的人了解自己的身分與能力外，也讓他自己學習面對問題的能
力。
2.試探的角色在天主教的聖經裏面是翻譯成試探者，這樣的翻譯比較接近希臘原
文的意思，但我們常用的聖經，因為在英譯轉中譯時，英文詞彙較無這樣的詞，所以
形成語意。原文本身並沒有負面的意思，也就是說，這樣的試探是出於上帝。就像是
上帝測試亞伯拉罕獻兒子的部分；如廣告詞所言：
「一日三煉，三日九煉，九煉成鋼。」
。
所以當我們在思考我們生命的問題的時候，不需一昧的將所有遇到的問題都怪罪給上
帝，反而可以應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上帝要我學習什麼樣的功課？上帝要透過這些問
題，培養我日後面對這些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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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項試探的初步認識：第一試是關乎維持生命的基本元素，如果沒有這樣的元
素，我們的生命一定不可能維持下去。在這之前，耶穌已經禁食 40 天了，這樣的狀況
讓他的身體忠實的反應出需要。禁食代表著一種生命的態度與決心，試探者知道耶穌
此時需要食物，但禁食的決心，卻顯示出耶穌對於食物的態度。對比在我們的生活來
看，可以發現，
「需要」最大的地方，往往伴隨著越大的試煉。第二試我們可以看到屬
靈的試探。屬靈的試探很常發生在我們的服事中。特別是在人群前面的服事，有時候
會迷思在舞台還是講台；一個是宣揚見證的定位，一個是表演的定位。曾經跟敬拜讚
美團的同工分享，顯性的服事很容易迷思在技巧裏面；而通常擁有專業技能的人也較
不容易委身，因為覺得跟專業的背景不相符。 第三試探我們可以看到使命的部分。我
們相信聖經的教導讓我們知道，我們在母腹出生前，上帝就已經揀選我們了，也在我
們的生命中有一份特殊的計劃來完成上帝國的福音事工，所以攪擾者特別喜歡在這樣
的使命中來使我們偏離道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世界裏面，所以要特別的小心在世界
裏面的生活。
【細嚼經文】
『聖靈，位格』
：今天的經文紀載於耶穌接受洗禮後，預備要服事以前的一個事件。
馬太福音的作者很特別的透過了這樣的一個順序來表達，就算是耶穌也會面臨到試
探。經文中更特別的紀載了耶穌是受到聖靈的帶領，進到曠野。在這邊有幾個關鍵字
值得我們來思考：「聖靈、曠野」。一般在禱告的時候，我們會說願神的靈、聖靈來帶
領我們或是感動我們，但是今天的經文卻告訴我們，耶穌所受到的試探是聖靈所帶領
的，那麼，有時候我們所遇到的試探（驗）是不是也是聖靈所做的？
若用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經文，我們可以了解，這樣的試探發生的時間在於耶穌
要出道。也就是開始要預備到世上來服事，所以，這樣的試探有點像是一個超跑的工
廠，在一輛輛跑車在工廠內組裝好要準備出場的時候，會在工廠裡面的跑道以及馬力
測試機作完整的測試以及上路後才會賣到消費者的手上；也像是一部越野車，從生產
線上製作完成後，不經荒山曠野路，哪能了解其能耐。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看這段經文
的原委，並看耶穌受到試探的這個時間點、地點，有助於在生命的難題上找到答案。
試探的過程有一個偉大崇高的真理。我們所論到的試探，並不帶有促使我們犯罪
的意思；卻能使我們勝過罪惡。它並不是叫我們作壞人，而是叫我們作好人；不是叫
我們軟弱，乃是使我們經過嚴厲的試煉以後，更剛強、更善良、更聖潔。試探並不是
人的刑罰，而是要成為人的榮耀。這是上帝使用試驗作為工具的理由。所以我們對耶
穌受試探的事實和經驗，必須有另一種看法；它們其實其並不是試探，而是考驗。
『曠野，場』：今天經文的場景是「曠野」，於現實環境是一個鍛鍊的場所。曠野在聖
經理面，出現了許多次。在舊約中較有著名的地點是出埃及記的曠野，上帝差派摩西
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並在曠野裡生活了 40 年；期間，在曠野裡出現了多次生死
交關，但也在上帝的手裡安然渡過；雖有危險逼迫以及困難，但卻都成為屬靈肌肉以
及力量的養分；雖然穿越曠野實，不免會有些皮肉傷，或是較大的創傷。但是這些卻
都成為上帝恩典的記號。
舊約的曠野是這樣的情境，而新約的曠野，則是另一種挑戰。是施洗約翰在此地
受訓練、宣道；在這裡呼喊著讓猶太教內的百姓。這樣看來，曠野對於一個基督徒來
說，可說是一個鍛鍊之地。雖然曠野的環境對我們來說是坎坷，沒有糧食，氣候極端。
但是卻在這裡可以提供人有與自己獨處的時間以及放下一切，自以為的力量，單純的
與上帝從新連結，並倚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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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那樣的曠野裏，會比在巴勒斯坦任何的地方更感到孤單。祂來到曠野，需
要一人獨處。福音使命的工作已臨到祂的身上；上帝已對祂說話，祂必須考慮自己如
何去完成上帝所託付給祂的工作；祂必須要在開始工作以前，把一切事情弄清楚，所
以祂一定要單獨的留在曠野。
多少時候，我們的錯誤就是因為我們從不肯孤單獨處，有些事必須一個人單獨應
付；有些時候別人的勸告對我們毫無益處。到了某種時候，人必須停止活動，開始思
想。我們犯了許多錯誤，可能因為我們不讓自己單獨的與上帝在一起。
『三煉，成金』：試煉如同煉金，去蕪存菁。故此，三段的試煉的過程：
1.飲食；試探者了解耶穌剛禁食完，身體是非常需要食物的，它知道被試探的人
的需求。天主教的思高聖經用了「試探者」這個名詞來做為代表。食物代表著生命延
續的養分，顯現出生命關頭的威脅。而耶穌斬釘截鐵的回應了這樣的一個提議：生命
更高的層次；人的生命除了食物以外，還有神的真理。也就是說，一樣物品除了有實
質的價格以外，更重要的是有賦予它本身的價值。
2.屬靈的成就；宗教內的一個成就。此時的試探者帶領著耶穌到了聖城，也就是
耶路撒冷屬靈層級的試探。這是當時候猶太教的宗教匯集區，也可以說是最高的象徵。
這樣的角度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候耶穌所要宣揚的是什麼？對於耶穌後來的的服事道
路來說，我們可以判定，耶穌是在猶太教內進行改革。所以若掌握猶太教內最大的權
力，用來宣揚他的觀點是很有力的。但是耶穌拒絕了這樣的一個提議，直指明：不可
試探上帝。
3.使命；第三個試探來到極高的山上來，試探者向耶穌顯現要將一切的榮華富貴
都給耶穌，但是前提是要向試探者來下拜。這樣的觀點很特別，似乎指明這些榮華富
貴歸試探者所擁有，它可以左右。世上美麗的是確實會讓人醉迷，但是卻可能影響我
們受召的使命。
三個誘惑都是指明人最需要，最容易陷入的部分。食物、宗教內的地位、屬世的
榮華富貴影響使命；但是耶穌卻幫助我們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食物上的需求對於生
命固然重要，但是除了維持生命以外，還需要永不朽壞關於上帝的話語。從聖城的角
度來看，可以了解，在聖城裡面，最終主權的擁有是上帝，所以不可試探上帝的主權。
第三個試探指明世上榮華雖美麗，但若沒有遵主為大以及服事祂，那麼，這一切將失
去最主要的核心。
【真情見證】
『不良牧師 岡田正之
他扛著十字架苦行；在四個國家超過八千公里的徒步苦行。有著美日混血的身分，
出生大阪貧民區。曾獲得全美柔道季軍，全美摔角冠軍。步行縱貫美國、日本、台灣、
韓國。他一身刺青，騎著重機、拍電影。用最潮的方式，傳揚最樸實的真理「你是被
愛的」。
岡田牧師扛十字架的目的是：讚美神，讓人看見十字架。他步行走在世界各個角
落，就像是突破了教會的鋼筋水泥建築，讓遇到的人都成為講道的對象。而對於基督
教信仰有著不好觀感的人，因著他不拘束的方式，也能輕鬆的方式體驗上帝的愛。
岡田牧師說到：十字架象徵著愛，一班教會都有十字架，但許都人都會抗拒到教
會裡來。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教會帶給人，但又無法移動教會，讓人知道他們是被愛的。
所以他開始「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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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奉的過程中，40 歲時開始有許多的黑道、幫派份子跟著他還信主，後來還拍
成了電影，上帝透過他來感動這些特殊的人。每當他完成了一項任務時，上帝就會感
動他給他下一個任務。當時候日韓的關係並不太好，所以上帝感動他到了韓國，從南
走到北，走了兩次。後來主又感動他，再走一次日本，當時他已經 60 歲了。日本是他
母親的國家，美國是他父親的國家，後來主感動他去到美國。七個月走了五千公里，
日本走了三千二百公里，由西走到東，一天走約 32 公里，第七天休息，同安息日一樣。
在一次的機會，岡田牧師在日本苦行的時候，遇到了台灣人；這名台灣人開口問說：
你為何不背十字架來台灣。岡田牧師回憶，當下的感動，就像是上帝透過這名台灣人
在對我講話，所以他就很想要來到台灣。
一路走來，他的信念是：只管走，別講話，展現十字架，讓聖靈運行。
他步行到紐約的時候，遇見一個越戰老兵，幫助他免於牢獄之災。這名老兵有一
陣子過得相當不好，在與岡田牧師相遇的前一天還差點殺了人。但這名老兵告訴自己，
不能再這樣一直下去，所以他決定要到戶外走走。而上帝就讓岡田牧師與這名老兵在
紐約相遇，並相約在隔天要到目的地---長灘碰面。
當牧師抵達長灘的時候，這名老兵也在長灘等他。他拿著兩瓶水要給牧師喝，牧
師回答他說：聖經上有說，拿水給這名小孩喝，就是拿水給耶穌喝，你拿水給我喝也
是如此。當牧師說完的時候，這名老兵開始落淚述說這陣子讀˙不快，昨天甚至差點
還殺人。老兵的姊妹是宗教人士，但是他卻不想要接觸宗教。他在前一晚計畫要到長
灘，想要到戶外走走，後來遇到了牧師。岡田牧師認為，這樣的相遇並不是偶然。於
是當下對他說，雷，今天你不妨給耶穌一個機會，打開你的心接受他。就這樣，這名
老兵便在長灘決志。牧師回憶，這是他旅程的最後一天。
神賜下很強的連結，讓他在這樣的旅程當中時常遇見不同的人。也讓他體會，孤
單但不孤獨，因為有神的同在。
我們很多時候因為忙而失去與神的連結，所以安息在基督讀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在日文的漢字，忙代表失去你的心』，為此，成為我們屬靈生命的提醒。
【屬靈功課】
1.用信仰的眼光來看生命的試探；
「罪」不是犯下殺人、放火，或重大社會事件，
而是偏離了目標，偏離上帝創造我們的目標。試探帶來屬靈肌肉的操練，操練過後形
成身體的勇健。
2.在曠野中的獨處；孤獨但不孤單，曠野的試煉對於生命有正向的益處；曠野的
相處連結安息的等候，曠野之後帶來屬靈的蛻變以及成長。
【結論】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
靜安穩。』(以賽亞書 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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