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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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3 日第三次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 2020~2023 年執事 4 名：
何秋萍、陳慧錦、黃惠冠、鄺豫麟。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主日(11/24)是感恩節主日，禮拜中有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獻詩，並有
感恩奉獻，請兄姐回顧今年上帝互咱的恩典，憑信心、愛心來奉獻。
2. ★11 月 24 日欲舉行洗禮聖禮典(幼兒、堅信禮、成人：白明艷)及外教派會籍轉入
(蔡文馨、張貴芳、黃淑禎)之信仰告白，請向陳祐陞牧師報名或向青美幹事登記，
已報名的兄姐當日 08:30 參加問道會。並請準備心參加 11 月 23 日(六)下午 2:00~4:30
信仰造就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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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請自備健保卡、老人卡、水、輕便外套、個人藥品，車次己公告於一樓公佈
欄。沒有參加的兄姐請就近至住家附近其他教會聚會。
4. ★12 月 1 日(日)舉行下午 2:00 舉行「2020 事工研討會」，請各委員會及團契、機
構於本週內開會，並於 11 月 24 日前交出明年事工計劃、預算至青美幹事處，以
利編冊。
5. ★今年辦理聖誕節聖誕糕預購，聖誕糕口味：Q 梅+塩香，糕體尺寸：5.5 公分見
方，一盒二入，每盒 25 元，有意願的兄姐請向辦公室預購並繳費，預購時間至
12 月 8 日截止，亦請有訂購的兄姐於 12 月 22 日(週日)向幹事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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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2 日(五)晚上 7:10~9:00。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
聖誕節(12/22)禮拜後之慶祝活動，邀請各團契、個人參加演出，請於 12 月 15 日
前將表演節目（含時間）交給張麗真執事，以利安排節目。
二、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11/17)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1 月與 12 月份月例會暫停，12 月份召開委員會，請新舊任委員出席參加。
四、少年團契（會長：江泓汎同學）
少年團契於 11 月 3 日選出 2020 年團契會長：楊君舜，副會長：賴嬿竹。願上帝
紀念年輕就願意將自己擺上的心，並請持續為青少年事工關心代禱。
五、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11 月 24 日(日)13:00，內容：讀書會《動物園的祈禱室》，主理：鍾湘怡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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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本月訂 11 月 16、30 日(六)15:30~17:00 練唱，地點：2F 練唱室。
七、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參加 11 月 19 日(二)南部旅遊的兄姐（請務必攜帶身份證）
，請於當日早上 7:00
在教會大門集合，早餐請自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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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11 月 17 日截止，請踴躍報名（有精美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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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聖歌隊（隊長：楊凱成長老）
2020 年度隊長：楊凱成，副隊長：張麗真、王惠玲，會計&出納：呂明玲，
顧問：潘哲雄、何中亨。
九、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手鐘團於 12 月 1 日(日)台語禮拜中有手鐘服事，歡迎主內弟兄姐妹、慕道友共同
邀請親友蒞臨欣賞。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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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2018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將於 11 月 24 日禮拜中發放，申請通名單如下：
主日學(國小生)：楊銘閎、陳皓衽。
少契(國中生)：洪予恩、洪予諒、張以諾。
高中職：賴承昊、陳映伶、江泓汎。
大學：張瑄樵、賴芝亦、江榆婷、吳和娟、楊廷昊、陳楚云、蔡允哲、張碩恩、
蘇凱琳、卓浩恩。
十二、 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簡老祺老師、紀政地&陳瓊姬夫婦、何家卉姐妹、蔡宗良執事。
十三、 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11 月 17、24 日【源咖啡】暫停。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公義行動教會訂 12 月 8 日(日)15:00，於台中公園更樓前廣場舉行張顯爵牧
師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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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台中聖樂團將於 12 月 8 日(日)19:30 在水湳浸信會(中清路 2 段 213 號)舉辦 2019
年終慈善音樂會（募款單位：亞東劇團）。曲目：聖桑斯《聖誔神劇》、蕭泰然
《耶穌基督神劇》，期待兄姐的光臨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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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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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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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區林森路 33 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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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香港政局動亂代禱。
2. 為聖誕節籌備事工代禱。
3.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的 12 位長老(2020~2023 年)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 年）代禱，求主保守他們能盡忠職守，榮神益人。
4.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5. 為 11/22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最後一堂，求主保守參加者有始有終，也為講師–
曾昌發牧師代禱。
6.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所選出的幹部代禱。
7. 為蔡志雄弟兄的遺族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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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安祺老師、何家卉(左
耳恢復聽力)。
＊本週金句＊
(台語) chiū-sī lí nā ēng chhùi jīn Iâ-so͘ chòe Chú, ēng sim sìn Siōng-té hō͘ I tùi sí-lâng
tiong khí-lâi, chiū ōe tit-tio̍ h kiù. (Lo-má 10:9)
(台語) 就是你若用嘴認耶穌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對死人中起來，就會得著救。
(羅馬書 10:9)
(華語)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9)
＊下週金句＊
箴言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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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早禱會由洪添裕長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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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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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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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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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羅馬書 5:1~11

43

121
438
399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24

陳祐陞

佇恩典中來
感謝上帝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24

耿明德

榮耀歸予上帝

路 17:11~2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27

耿明德

轉化的生命

腓 4:10~14
約壹 2:17

14

256、546、
386

同上

＊上週講道＊
【慈母上帝 永約疼愛】

何 2:16~23、林前 10:11~13

朱麗娟牧師 2019/11/10

永約疼愛
兩千年來，中東社會以族長為首，成年男性是社會中堅，婦女、孩子不被當成
完整的個人。聖經記載的主流傳統也不例外，不假思索地，作者或敘述者用男性的
立場及眼光描述事情。上禮拜的講道裏，給五千人吃飽的記事，很明顯地，作者記
載人數「吃餅的『男人』，共有五千」。
在舊約裏也是如此：以色列列祖的代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這三位
族長就是整個以色列的全體，雅各改名以色列，列祖妻妾生養眾多。其中，諸多族
母或留下名字，或留下些許記載，卻大多數沒有留下任何記錄。連創造故事，很清
楚地，上帝創造亞當，亞當分出了夏娃。吃善惡樹的果子，女子拿給男子食用(創世
記 3:6)。既然作者在他們的時空條件下，自然地，他們描述所體會的「上帝」不自
覺地傾向男性的特質，父子聖靈的上帝。這也難怪後世的解經家，刻意解釋，既然
父、子，那麼，聖靈就具有女性特質。對我們而言，受限制乃是人性之理所當然。
舊約、新約流傳給我們的抄本，本然如此，我們清楚聖經的歷史果然是真實的：作
者們也在他們所處時空條件下的文化限制下，並沒有離奇跳脫，反而，留給我們最
真實的記載。更值得我們驚奇的，在這些聖經作者受限於時空許多條件，卻也透露
出上帝的啟示、超越他們時空的觀點呢！這才是最叫我們驚訝聖經寶貴之處。
何西阿書，我們稱為十二小先知書之一。「大、小」先知書，其實，不論先知
的大小重要程度，而是論「書卷」篇幅長短。這樣分法，是從舊約拉丁文譯本的稱
呼而來，後來教會沿用之。不過，卻造成我們以為大先知書，就是大先知，像是比
較重要的先知。小的，就是不重要的。落得今日，一般基督徒也許還知道先知以賽
亞、耶利米，卻那鴻、西番雅、何西阿等等，不太知曉。若就經文抄本被傳遞下來，
每一卷都非常重要，並不分大小。只不過，歷史走久，自然地被做了區分。連聖詩
集也是，原本每一首詩歌都是作者們嘔心瀝血之作品，卻時間久了，自然地被分出
耳熟能響的詩歌，某些就罕被提起。何西阿，希伯來語的意思，願上帝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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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羅波安
關於先知何西阿的身世，除本書卷外沒有其它資料。然而，本書卷談論的都是北
國的情況，但是，確切年代不太清楚，因為 1:1 提到，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作以色
列王的時候，上帝的話臨到何西阿。因此，一般判斷，他是約阿施王過世之後，兒子
耶羅波安二世在位期間(主前 753 年之前)，成為先知。耶羅波安二世，乃耶戶王朝五
王(列王紀下 9:2-3)中的第四位，除首王耶戶外，其餘四位王的舊約記載非常少，其中，
耶羅波安二世在位四十一年，堪稱在位最久的國王之一，同時，也是北國以色列武功
最強、國力豐富的諦造者。但是，舊約聖經觀點不同，並沒有多加描述這些豐功偉業，
反倒記載「耶和華並沒有說要將以色列的名從天下塗抹，乃藉約阿施的兒子耶羅波安
拯救他們。」(列王紀下 14:27)其實，照考古的研究判斷，耶羅波安二世的年代，以色
列疆土北推回大衛的年代，國力強盛豐富享受，隨之而來的奢華墮落，到處留有拜巴
力的遺跡。巴力，簡單說，就是中東古老迦南掌管生產之神明，透過死與復活，土地
得著肥沃、生產豐富。巴力，本意就是「主」。後來，巴力像是個稱號，被套用到各
城各族的各自神明。用現代人的話說，就相當於財神、富足神明吧！
耶羅波安二世時，先知何西阿最特殊的是，透過婚姻關係，描述上帝與百姓之親
密關係，借此對照奢華墮落、人們拜巴力偶像、遠離上帝。首先，特過婚姻關係，而
且，複雜的再婚，或寓言式的描述，叫我們讀起來驚世駭俗，但是，卻直白透露上帝
的愛是不改變，即使在這麼特殊的情況下，上帝的愛也不會失敗(2:19-20，Love never
fails:愛是永不止息！)。我們不太瞭解為什麼何西阿用非常特殊的婚姻情況，而且，自
述經過，不只結婚、生子，把孩子取非傳統的名字，例如，取名「羅路哈瑪、羅阿米」，
意思是不蒙憐憫、非我民。換言之，這一連串的內容，很困難叫我們進入何西阿真實
的人生裏，因為太多不可思議。為什麼在耶羅波安二世年日裏，先知必須用如此激烈
的方式，表達上帝的心意呢？難道不能正面表述好好說明嗎？難道不能規勸幾句嗎？
為什麼不如此，我們不得而知。透過如此激烈的反證對比，極有可能是那個年代的社
會，已經出了極大的問題。若非如此激烈對比的教訓，已經無法點醒享受慣了、豐富
足了的人們！這是主前第八世紀，巴勒斯坦南北兩國所共同的處境。
慈繩愛索
「…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的民；他必說：
祢是我的上帝。」(2:23)上帝的愛，乃是母親無悔、全然付出的愛：向著自己的孩子，
毫不猶豫，沒有回頭，也沒有退縮，不計代價，不求回報，單單在乎，這就是我的孩
子，如此，就全然付出。何西阿書宣稱，耶和華上帝說「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
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11:4)上帝等著孩子回家，願
意等候，如路加福音耶穌所說浪子的比喻，永懷憐憫，等候孩子歸家，並全然接納疼
惜。千百年來，中東族長主義傳遞了男尊女卑的觀點，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女性受盡
限制。男性剛陽，透過力氣、體形、階級，建構了自身在文化、傳統裏的強勢尊位。
然而，是否我們思索何以如此，在這一切看起來平常、理所當然的自以為是，更應該
想想，我如何思考，而不是我已經是。換言之，女性陰柔，傳遞的是思慮、想像、為
他者著想，透過可能的觀點，開始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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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這是基督教信仰裏最重要的告白，也
是，我們深深體會到，這樣的拯救是上帝的思考，而不是單單在於上帝已經是。若僅
止於已經是，那麼，其餘沒有任何可以談論，也不需要談論，因為已經自以為是。然
而，當上帝思考的時候，顯然地，祂選擇把自己最珍貴的給與對方。這是非常不同的
選擇。這是母性的選擇，這是同理心思維。當然，就全能萬軍之耶和華上帝，在祂的
一切權能裏，任祂隨意而行，當然還有各式各樣拯救世人的方式或作法。可是，祂卻
選了這最直接，最寶貴的給與：把自己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如何必須這麼直接呢？
派天兵天將救回屬祂的百姓，不是更簡單容易嗎？天上寶座之上的上帝，何須自己出
動呢？卻，祂愛世人，把自己最珍貴的，給與了世上的人。那麼，就這是母親的思考，
也是母親的行動。
分享幸福
幸福小組的聚會，幸福的聚會。我們樂意分享生命的美好，見證上帝的恩典。當
然不是每一位聽了都接受，這也不是我們能力所能及。每一次的美好，都是生命裏珍
貴的作為及回憶。什麼是幸福？人人不同，也人人追求。深深期盼每一個人的人生，
沒有後悔，不論經歷任何艱苦困境，依然歡喜迎向前。求上帝賞賜每一位，在生命的
每一刻裏，樂於分享，樂於貢獻。雖然掠奪、隔絕、戰爭、恐嚇等等，依然是這個紛
亂崩離世界的主軸，世人無法逃離剛陽之自以為是。於是，人與人之距離越行越遠。
如此何來的幸福呢！
羅馬天主教會直到今日，女性依然不能被封立神職，因為性別之故。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在七十年前，就已經有女牧師封牧，1949 年 3 月 29 日在高雄前金長老教會按
牧李幫助，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牧師。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創舉，即使號稱自由國度的美
國，美國長老教會(PCUSA)在 1956 年 10 月才封立第一位女牧師呢！可見得台灣教會
走得比世界大多數的教會還快，接納女性也同樣能夠事奉上帝。雖然我們也知道，文
化骨子裏依然重男輕女，女男無法完全平等。但是，基於上帝乃是創造人類的上帝， 一
樣看重每一個人，那麼，我們也就願意人人都有機會服事上帝，不因為他或她的性別
受到限制。我們也樂意每一個人都歡喜到教會敬拜上帝，不因為他或她的任何因素受
到限制。
保羅提醒教會，也提醒我們，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
10:12-3)雖然這是針對哥林多教會遇到的挑戰，有感而發。然而，處身於快速變遷的世
代裏，我們更應當謹慎自己，不只站得穩，也當心跌倒。試探沒有消失，在眼前、在
心底、在周遭...，全然倚靠信實的上帝！祂是慈愛恩典的上帝，是永約疼愛的慈母！#

問題討論
1. 感謝上帝賞賜母親，感謝母親為我們預備的一切。感謝母親，也感恩有機會成
為母親，這是人生的階段。分享我在不同階段，對於母親的感謝。
2. 在信仰的過程中，是否曾經被女性長輩（牧師、傳道、師母、長執、輔導…）
帶領幫助過？她們是怎樣的陪伴鼓勵我？分享我自己的信仰成長經驗。
3.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這是給與的恩典，也是付出的幸福。
分享我要如何把這份恩典分享給所遇到的福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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