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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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今日(10/7)主日禮拜中聖餐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堂)捧餅：余燕儒、卓孟佑、謝理明、許明暉、王文良。
(台語堂)捧杯：何中亨、洪添裕、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
(華語堂)捧餅：洪添裕。捧杯：楊凱成。
2. 下週主日(10/14)禮拜後有舉行重陽敬老活動，請年長兄姐務必參加禮拜。
3. ★本禮拜五(10/12)19:10~21:00「門徒訓練裝備課程–四福音書研讀&保羅這個人」
由南神鄧開福牧師主講「馬太福音：以馬內利的故事」，請兄姐踴躍參加。
4. ★「拒絕中國霸凌．全民公投反併吞」
，時間：10 月 20 日(六)下午 2~5 點，地點：
凱達格蘭大道，報名費：100 元/人（教會補助 200 元）
，預計 1 部遊覽車，報名額
滿為止。有意願前往者可向幹事辦公室登記並繳費。
5. ★峰谷教會將於 10 月 21 日 15:00 舉行蕭仁維&胡翠峯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禮
拜，教會備有一台遊覽車，開放兄姐至辦公室登記搭乘。
6. ★本會訂 10 月 28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9~2022 年執事四名。當天台、
華語堂合併，只有 09:30 一場禮拜。
7.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10 月 27 日(六)上午 10:00 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
召開第 11 屆管委會第 7 次會議；請管委會委員同工及牧師顧問、董事長，撥空蒞
臨參加。
8.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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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擬開始啓用新聖詩（有 120 週年紀念燙金）
，請儘速至辦
公室登記並繳費（硬皮$290/本，軟皮金邊$350/本，每戶補助$200）。預定於十二
月 9 日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設教 120 週年預定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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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10/7)成人主日學於 1 樓松年會館室上課，內容：詩篇 26 篇。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0 月 12 日(五)舉行委員會，會中編列 2019 預算、服事人員安排。請委員、顧
問、輔導長老出席。
2. 10 月 14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林靜萍副會長。10 月份壽星：松契 10
月份壽星：陳重輝、楊蘇英妹、施碧珍、潘哲雄、許秦玉、許月娥、曾正賢、
許愛琳娜等 8 人。
3. 請契友踴躍參加 10 月 20 日「拒絕中國霸凌．全民公投反併吞」活動，契友參
加者有補助。
4.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秋季南台灣知性靈修旅遊活動，時間：11 月 20 日(二)~21
日(三)，地點：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烏山頭水庫電動環保船遊湖、西子灣賞夕
陽；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澄清湖…）。歡迎兄姐踴躍參加，費用：3000 元/人
（契友有補助），10 月 29 日截止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
三、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家庭團契於 10 月 13 日舉行年會，歡迎大家來「喜樂之泉」
（彰化縣社頭鄉善德巷
45 號），上午九時於教會出發前往參加活動，主理：耿明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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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團契（會長：張哲豪同學）
10 月 20 日(六)16:00~17:30 舉行年會。
五、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0 月 20 日(六)下午 4 點，聖歌隊召開年會，地點：梁園餐廳（公園路與五權路口）
。
六、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今年度婦契年會於 10 月 21 日召開，會中改選委員，會後餐敍，請婦契姐妹踴
躍出席！
2. 預定於 11 月 10 日(週六)舉辦秋季旅遊，地點：新社安妮公主花園，請向會計
盧金梅執事報名。
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曾財成弟兄。
八、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 1~2 名，值班時間：週六上午 9 點~12 點、 週六中午 12 點~2 點，
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報名。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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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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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14 日止。
十、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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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創世記》–「起家．啟家」，時間：2019 年 1 月 28 日
(一)12:30~2 月 2 日(日)13:00，地點：謝緯紀念營地，費用：3500 元/人。報名
網址 http://highedu.pct.org.tw/，報名時間：10 月 1 日中午 12:00 起至 10 月 12
日中午 12:00。
2. 由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辦的「創意禮拜與聖樂牧養」研習會，時間：10 月 27
日(六)09:00~15: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費用：200 元/人（10/20 前
100 元/人），詳洽 http://www.tgst.edu.tw/p/404-1001-3072.php 或電 (02)28822370#232 穆姐妹。
＊代禱事項＊
1. 為 10 月中各團契年會中能選出適當的人擔任幹部。
2. 為 10 月 28 日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四位合神心意的執事，來協助教會事工。
3. 為今年度門徒訓練會本週五晚上 7:10~9:00 講師–鄧開福牧師代禱，期盼有較
多兄姐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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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黃新鋌(Dennis)、陳振祥兄、
林義耕兄、曾財成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â-hô-hoa tùi i ê bīn-chêng keng-kè, soan-pò͘ kóng, Iâ-hô-hoa, Iâ-hô-hoa

sī ū lîn-bín, ū un-tián ê Siōng-tè, bô khoài siū-khì, koh ū hong-sēng ê
chû-ài kap sêng-sı̍ t. (Chhut ai-kı̍ p-kı̍ 34:6)
(台語) 耶和華對伊的面前經過宣佈講：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
無快受氣，閣有豐盛的慈愛及誠實。」（出埃及 34:6）
(華語)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
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埃及 34:6）
＊下週金句＊
彼得前 3:12a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10/13)由卓孟佑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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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0/7(日)
林後 7 章

10/8(一)
林後 8 章

10/9(二)
林後 9 章

10/10(三)
10/11(四)
10/12(五) 10/13(六)
林後 10 章 林後 11 章 林後 12 章 林後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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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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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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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耿明德

每一天
都要記得

詩篇90:1~12

16

55
247
510

使徒信經

10/14

耿明德

詩篇90:1~12

-

-

同上

10/17

陳正雄

約15:12~17

38

370、275、507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每一天
都要記得
遵守我的命令，
就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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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良善的忠僕】

馬可福音廿五:14~30

林立健牧師 2018/9/30

一、前言
主人要遠行，交代三名僕人管理財產，接照他們的能力，給他們 5 千、2 千、1
千。中文翻譯的「千」，即猶太人的貨幣單位「他連得」（talent）。照當時猶太人的算
法，1 他連得=6000 銀，而 1 天工資 1 銀，1 他連得大約近 16 年的工資，照理說這是
很有錢的主人。
後來主人返家和僕人算帳，5 千和 2 千的僕人加倍還給主人，他們得到主人的讚
美，是「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然而 1 千的僕人因為害怕主人，所以將錢埋在地下，隨
後所換來的是主人的責備「又惡又懶的僕人」，並且被趕出主人的家。
這段經文是耶穌論末日審判中的一段信息，我們可以藉由這段經文來思考，我們
和基督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們和基督也有主僕的關係，而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主託付
你的資產，以後我們也要向祂交帳。
如果照主人對僕人的託付和評價來看，雖然一開始是照僕人的能力交託工作，但
更進一步思考，生活中主對我們交辦的工作，更多是按僕人的心態和內心動機，賦予
託管的工作。
耶穌在路加福音 12:35-48，提到好僕人和壞僕人的結局。那忠心、有見識、儆醒
等候的僕人，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那懶惰、不忠心、不儆醒、不預備、不
順服的僕人，主人不只責備，甚至用打來管教他。（路 12:38-48）
二、僕人們的表現
5 千與 2 千僕人的表現
當 5 千與 2 千的僕人投資賺到雙倍時，你想，他們的心態是什麼？「YA！賺到了！
等主人回來時，我拿這些給他看！」我想，這兩位一定也是好朋友，因為他們的作法
相同，他們和 1 千的僕人不同，他們一定私下討論過，如何替主人增加財富。為什麼？
主人只是叫他們保管他的財產而已，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愛主人，他們
感受到主人對他們的好。
耶穌曾說：
「一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
因為他們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
（參閱路 7:36-50）我在想，如果 5 千、2 千和 1 千是象徵被主人贖回的價碼，被贖的
多或罪被赦免多的，愛主的心就多。
那你呢？你是否感受到主對你的慈愛和恩典？你是不是願意像他們一樣，想盡辦
法為主增加財產，用實際的行動來回報愛你、恩待你的主？
②1 千僕人的表現
主人對 1 千的僕人不好嗎？但是從他向主人所說的話，他覺得主人對他不好。甚
至，他覺得主人不公平，一樣都是僕人，為什麼給其他二名 5 千和 2 千，而我只有 1
千？他以為那是他的錢啊！他怎麼沒想到要託管那麼多錢，壓力有多大啊？不見了怎
麼辦？被搶、被偷了怎麼辦？1 千、2 千、5 千不見，哪一個損失大，哪一個賠償多？
一開始主人只是交代他們管理財產，並沒有叫他們去投資，所以照理說，1 千的
僕人將錢原原本本歸還主人沒有不對，但是為什麼主人會責備他是又惡又懶的僕人，
而且生氣將他趕出去？是這個 1 千的僕人對主人有誤解，而且說話刺激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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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他認為他的主人是忍心的人（a harsh man），其中 harsh 可以翻成嚴厲的、苛刻的、殘
忍的、無情的。試想，你若是主人，聽到僕人這一番話，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照台
灣人的反應是：「你講恁爸是……！＃#$%&」後面就一大串不雅的話了。
像這種人，對主人誤解、不忠、不順服，私下一定也到處講主人的壞話。親愛的兄姐，
你清楚認識主嗎？你怎麼認識主的，是用自己的感覺嗎？我們應該從聖經來認識主才
是，如果我們不讀聖經，不用心倚靠聖靈帶我們進入真理裡，我們怎能清楚認識主呢？
一個不清楚認識主，就會親像 1 千的僕人一樣，對主有誤解，甚至到處說教會的壞話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三、主人會回來算帳（審判的日子）
要知道，我所擁有的一切是主託我保管的，如果我們有這樣的觀念，生活中就不
會隨便或浪費，因為知道那些不是我的。
僕人有很多種，5 千和 2 千的僕人為主人倍加產業，而 1 千的僕人將產業原原本本歸
還主人。但現實生活中，如果 5 千和 2 千的僕人投資失利了，甚至替主人累積債務，
這樣 1 千的僕人至少為主人保留財產。當然，還有另一種情況，就是僕人侵佔主人的
產業，甚至背叛主人，密謀殺害主人。
你是哪一型的僕人？是為主人增加收入的？或是為主人保管財產，沒增加也沒減
少的？或是投資失利，替主人增加債務的？或是背叛主人，想侵佔主人所有的一切，
甚至想殺害主人的？身為僕人的你，是否有盡心盡力保管主所交託的一切？
有沒有一種情況是，領受 5 千的身份，卻是 1 千的心態？不管如何，只要是像 1 千的
僕人，都需要被醫治和釋放。在主人來算帳之前（在審判之前）
，我們都還有機會悔改。
在審判之前，我們可以宣告「耶穌愛你！耶穌憐憫你！」但是主來算帳時，主是法官，
法官是不留情面的，即便你和他套關係，說你認識戴牧師，他還是照真理審判你。
四、僕人努力追求主人的喜悅
良善：對上對下都好。忠心：能被交代。而主人對僕人好的評價，成為僕人繼續
努力認真打拼的動力。基督待是神的兒女，也是神國的繼承者，我們的生命要結出「良
善又忠心」的美好果子。
耶穌說：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
也不義。」
（路 16:10）生活中，我們從主領受不同的託付，但我們有沒有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努力追求主的喜悅呢？何謂「盡」？好像奉獻二錢的寡婦，將自己所有
的全部都奉獻給神。坦白說，現代人很聰明，假設給他 5 千保管，他不 A 一些入自己
口袋嗎？
教會也是僕人，很多教會受託管理神的資產，但心態卻像那個 1 千的僕人一樣，
像這樣在福音事工上，他是有限的，因為他只是守住受託的，而不能盡其所能為主做
事。
五、結論
良善忠僕的表現：
對上：愛主人、忠心、感念主人的恩待、討主人歡喜、儆醒等候主人、順服主人。
自己：舉一反三（不是只做被交代的事）
、聰明有見識、管理有次序、沒有私心、說
好話。
對下：和別人友好、對下人友善。
盼望我們每個基督徒都能朝向好僕人的目標邁進，最終聽到主對我們說：
「好，你這又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
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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