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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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
1. 本主日(27 日)原訂林慶台傳道師前來本會主理禮拜並個人見證分享，因林傳道於
8 月 24 日在馬偕醫院開刀，無法前來，日後有機會再邀請他來證道。
2. 2017 年柳原門徒造就班將從 9 月 1 日(五)至 10 月 20 日(五)上課，9 月 1 日晚上
7:00~9:00 邀請高雄德生教會胡忠銘牧師專題演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處境與展
望」。地點在本會 1F 松年教室，請大家踴躍參加。
3. 下主日(9/3)為台中民族路教會設教 70 週年感恩禮拜，當日下午 2:30 舉行感恩禮
拜，由陳祐陞牧師主理並邀請本會聖歌隊唱獻詩。
4. 大學甄試及聯考已放榜，邀請所有新生參與「長青團契」（長老教會大專青年團
契）
，請兄姐將今年考上大學的子弟名單告知辦公室。名單將提供給各地大專中心
聯絡、邀請之用。台中大專新生茶會於 8 月 29 日(週二)10:00~14:00 於蒙恩教會舉
行，歡迎大專新鮮人踴躍參加。
5. 請已登記車輛資料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停車證，並貼於副駕駛座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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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16 章 13~20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松年團契 9 月份第 2 主日(9/10)主日禮拜後 10:40 在一樓松年教室舉行例會及
慶生會，例會由林政義長老主理。本月份壽星名單如下：劉淑姝姐、阮淑真姐、
詹淑靜長老、許瑞源長老、邱一雄長老、徐澄榮執事、林政義長老等。聖經說：
【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榮】
（箴言二十：29）祝福壽星們生
日快樂。
2. 例會中邀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創辦人郭東曜長老專題分享。講題：
「燈塔
的使命」
。郭東曜長老曾任職 CCF30 年擔任執行長 18 年，創辦弘道老人基金會
並任執行長 10 年。曾獲 【東海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及【全國第一位社工終
身成就獎】。2016 年 8 月起擔任【主燈塔】事工的工人。機會非常難得、歡迎
兄姐踴躍參加。
3. 九月份第二主日例會後將改選 2018 年松年團契會長、副會長及七名委員；請兄
姐撥空出席，也請為松年團契的事工關心、代禱。
4. 原定 9 月 24 日台中中會松年事工奉獻主日改為十月第一主日(10/1)。台中中會
松年部輔導各教會松年團契牧養與關顧，使年長者擁有活潑、精彩及滿有恩典
的生命且充滿無限的可能與盼望。松年的事工希望兄姐的參與關心代禱與奉獻。
三、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2017 學年度上學期將於 9 月 5 日上午 09:30 舉行開學感恩禮拜，主禮：陳祐陞牧
師，地點：松年會館。學期上課時間：9 月 5 日~12 月 20 日（共 16 週），敬邀兄
姐踴躍參加。請向廖寶蓮、劉美緻長老報名。
1

四、宣道委員會
1. 九月 1 日(五)晚上 7:00~9:00 由胡忠銘牧師專題演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處境
與展望」。
2.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課程表：
週次

日期

1

9/8

腓立比書(一) 導論；1:1-26

2

9/15

腓立比書(二) 1:27-2:18

3

9/22

腓立比書(三) 2:19-4:1

4

9/29

5

10/13

6

10/20

時間

每週五
晚間
7:00
|
9:00

課程內容/主題

講師簡介

腓立比書(四)4:2-23；結論

鄧開福 牧師
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
現任台南神學院
新舊約神學副教授
陳金泉 老師

白話字速成班 I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
教育部國中小閩南語鄉土教師認證合格
雙連教會長老暨成人主日學羅馬字班講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
會委員

白話字速成班Ⅱ

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庶務部舉行庶務人員訓練會，時間：9 月 2 日(六)09:30，地點：草屯
教會。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於 9 月 16 日(六)09:00~12:00 舉辦第 27 屆秋季聯誼會，
地點：柳原教會，請現任、退任長執踴躍參加。向辦公室報名，9 月 4 日截止。
3. 2017 年全國客家基督徒靈修會，時間：10 月 30~11 月 1 日，地點：三峽長老
教會，費用：2700 元，請洽：(02)2362-528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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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園區整建工程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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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潮姐、
洪盧有蘭姐、蔡王吞忍姐、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
＊本週金句＊
(台語) Siū-siong ê lô͘-úi, i bô at-chı̍ h, beh hoa ê teng-hé, i bô phah-sit.（I-sài-a 42:3a）
受傷的蘆葦，伊無遏折，欲熄的燈火，伊無拍熄。（以賽亞書四十二:3a）
(華語)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以賽亞書四十二:3a）
＊下週金句＊
以賽亞書 4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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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9/2)由林玉山執
事介紹「蔡培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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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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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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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3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5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8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27(日)

8/28(一)

8/29(二)

8/30(三)

8/31(四)

9/1(五)

9/2(六)

經節

歷代志上
14-16 章

歷代志上
17-19 章

歷代志上
20-23 章

歷代志上
24-26 章

歷代志上
27-29 章

歷代志下
1-3 章

歷代志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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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64
202
512

使徒信經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3

陳祐陞

教會的異象

使徒行傳
二:41~47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3

胡翠峯

不要疑惑，
總要信

約翰福音
20:24-29

-

-

同上

異象中的宣教

使徒行傳
十:1~23、
34~35

20

254A、
168、510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6

陳祐陞

＊上週講道＊
【火爐中的見證】
但以理三:8~26
陳祐陞牧師 2017/8/20
上帝互咱在這個世界有許多機會咱會當為主作見證，總是不一定在咱順境中才可
來為主作見證。今天的聖經咱看到有人甚至在困境的中間也會當勇敢來為主作見證。
在但以理三章有說起當人遇到受綑迫，必須屈服在偶像面前的時，人若站的住，他就
能成為有力的見證人。尼布甲尼撒王雖然在但以理二章有經歷到但以理所敬拜的上
帝，真正是萬王之王，萬神之神，在二:47v 他才承認說”恁的上帝真正是這些上帝的上
帝，這些王的王，閣是顯明咱奧妙事的神”，但不久，他在自我意識下面彰顯自己的偉
大，他就造一座神像高 27 公尺，他命令所有的人要來，拜這座偶像，沒拜的人會被丟
入火爐中來燒死。
但以理與他的三個朋友他們是受掠到佇巴比倫的青年人，在那所在在他們四人成
為一個禱告團隊，有很堅定的信仰，雖然外面的綑迫很大，猶閣他常常作伙禱告，所
以當王下這個命令的時，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決意不要屈服在王的命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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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做台灣人有一個很大的試探臨到基督徒，就是當你的厝裡的人還不是基督徒，遇著
大節期或是喪事時，你在遐會受很大的考驗，是不是可以拿香來拜？兄弟姐妹，這是
咱常常遇到的事，人為著不敢站穩佇他的信仰，就失去一個原本會當向他家人作見證
的機會。上帝在十誡，第一誡祂很清楚命令他的百姓”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上帝。”
在啓示錄廿二:15 也有說到在將來審判之時，不能進入佇榮光的城的人，拜偶像是其中
的一項，既然上帝命令他的百姓嚴嚴不能拜偶像，當咱遇著這款試探時，咱著要站穩
在咱的信仰，咱才會當見證。基督教是一個孝敬祖先的宗教，十誡第五誡”著孝敬你的
老父、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的上帝所賞賜你的地，得到久長。”為什麼咱
不能舉香拜拜，因為只有神堪得互人敬拜，但是因為撒但在這個世界他也想欲來控制
人類，所以他就進入各種宗教的裡面，來行使他的權柄，所以凡若在遐對牠屈服、來
敬拜牠的人，撒但就在他們的身上有掌權的機會。上帝是疼咱的老父，伊所有欲互咱
的是祂的疼、恩惠，所以人應該歸向上帝，脫離撒但的綑綁，互撒但沒權柄在人的身
上。咱在但以理一、二章已經有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怎樣在撒但控制下面的痛苦，雖然
王有權勢，總是他沒真正的平安與喜樂，他就是互撒但控制，一直欲將自我擴大來害
到百姓及他的國家。兄弟姐妹！今仔日咱需要再一次來檢討咱的信仰，是不是站得住
來面對世界的挑戰。
任何與撒但有關係的，咱攏要與牠隔斷，當人接受外來的宗教迫害還能站穩時，
才會當為主來做見證。初代教會的信徒在經過許多困難受壓迫、受掠、關監、㧒入獅
穴互獅咬，釘十字架，種種的迫害，總是他們知獨獨耶穌基督是萬王的王，除祂以外
沒有任何真神，祂是歷史的主宰，無論什麼款的迫害攏不能打倒上帝的主權在這個世
界。不止按呢，基督徒還有一個更大的使命，基督徒欲按怎對現今的國家、世界來作
有力的見證？Tony Compolo 是美國社會的教授，他呼籲當今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他
說”基督教有許多慈善關懷的事工，辦學校、醫院、孤兒院、監獄事工、關心社會上弱
勢、邊緣人，教會攏很歡喜去做這些工作，很好！總是很少有基督徒成為去影響國家
政治人物或企業家的人，很可惜！他說有一次他去買 Galf&Western 公司的股票，他去
買這些股票不是為著賺錢，因為他會當有權利去參加他們的股東大會，Galf&Western
這間公司投資許多資金在多明尼加種甘蔗、製糖的事業，這些糖再運回來美國，他向
這間公司建議說”我有一些意見會當互公司帶來更加好的影響在多明尼加的國家”。他
說”現在多明尼加的百姓因為種甘蔗有保障，所以將一些好的田地可以種糧食的良田拿
去種甘蔗。這些糖再運回美國，互美國人吃得很胖，才來找醫生來減肥，單單減肥藥
一年花了幾十億”，他說這款的公司，不是真正在貢獻社會，你應考慮幾件代誌，一、
將好的土地來種食糧，較乾燥的地才去種甘蔗。第二、你要去計劃怎樣去改善提高這
些種甘蔗農民的生活。沒打算經過一段時間，有一天這間公司負責人打電話互他，說”
阮已經欲對報社發表阮公司政策有很大的改變，總是因為是受你影響，所以必須告訴
你，阮決定欲投資 1 億美金來改善多明尼加工人的生活，建造四萬單位的公寓互他們
住，另外為這些農民子弟開設學校，也欲將好的土地拿來種食物供應多明尼加百
姓。”Tony Compolo 是一個社會學基督徒教授，但並沒有輸給一個牧師或是佈道家，
因為他現在佇美國影響許多人。求上帝幫助咱，互咱成為有力的見證人，為上帝在這
個世代來做見證。
二、咱來看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他們不止沒屈服在王的面前去拜偶像，他們
又做一件非常有力的信仰告白，請咱看 17~18v，就是從”果然按呢”進到”若無按呢”的
信仰。17「果然按呢，阮所服事的上帝會救阮脫出炎熱的火爐，王啊！他也欲救阮脫
離你的手；18 若無按呢，王啊！你著知阮決斷無欲服事你諸的上帝，亦無欲敬拜你所
立的金像。」這兩句話是咱信仰的進階，看起來親像很簡單的二句話，其實這二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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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示一個人的信仰裡面有鋼鐵，不是稻草，人在遇到考驗的時，才會當知影你的信
仰裡面是稻草或是鋼鐵。尼布甲尼撒再發出這個命令，互他們有第二次的機會，15 今
恁閣聽見哨角、笛仔、琴、瑟，各種樂器的聲，恁若不肯跪下去拜，欲將恁㧒入去火
爐中，恁就即時要死亡，有什麼上帝欲救恁脫離我的手啊！”這三個人回答說”果然
按呢，阮所服事的上帝會救阮脫出炎熱的火爐。王啊！伊也欲救阮脫離你的手；若無
按呢，王啊！你著知阮決斷無欲服事你諸個上帝，亦無欲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兄弟
姐妹！信仰的進階不可停頓佇說”上帝啊！你著照我所給你求的來互我，你若無照我
所求的互我，無采我在信你，無采我在疼你”！兄弟姐妹！信仰不是禮物交換，信仰
不是做生意，不是一種交易！信仰是一個絕對將你本身降服，信靠那位創造你，引導、
保守你，為你負責到底的上帝，這叫做從信靠到順服的信仰，從信靠到順服的信仰是
絕對信靠上帝，上帝會，續下去那句不是上帝不會，是上帝若不按呢做的時，我也欲
順服他。兄弟姐妹！這款的信仰就是搖動世界，搖動上帝的手的信仰。常常咱看到信
徒，遇到淡薄困難就站不住，親像沒有上帝一樣。在任何人生困難的中間，你要給上
帝說”上帝啊！我相信你會，就是你沒按呢做，我也欲絕對信靠、順服你”。在遐你就
欲產生這款對順服來的見證，這就是今仔日咱的靈命需要在主面前再一次檢討的機會。
三、在火爐中的見證。請咱看 25v”王說：看啊！我看見有四個人，並無受縛行在
火中也無受傷；彼個第四個的容貌是親像上帝的子。”這就是在火爐中的見證，三個
青年果然受掠去㧒佇火爐中間，總是看啊！在火爐中竟然有第四個人出現，上帝本身
臨在佇火爐的中間與他們相及受苦，這就是基督教的苦難論，基督教不是只有說拯救，
恩典，基督教的苦難論是說起上帝進入在苦難的中間與咱同在。同受苦難，第四個的
出現是佇你在極大苦難的中間，互你去經驗上帝與同在，Norman Right 是美國很出名
的一位協談專家，他有出一本書在上帝面前的協談，他特別提起許多時陣他與人協談
的時，是上帝參與佇那中間，所以協談者需要常常與這位內在的神說話，說”主啊！
這個人的困難我欲用什麼話來幫助他”，你要與內在的神有交談。他特別提起一個字
Sherkina 原文意是「上帝與咱同在」
，在舊約出埃及記，上帝在莿帕中對摩西出現的時，
在遐有上帝的 sherkina 臨在佇那所在，上帝最大的同在就是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臨
到佇人的中間，伊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徛起佇咱中間，sherkina，約翰一:14”道成肉體，
徛起佇咱中間，有恩典及真理滿滿”，sherkina 在咱中間。咱看當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
上帝沒互他從十字架上跳下來，上帝互伊死在十字架上，總是十字架的死並不是終點，
十字架的死不是上帝放棄他的子及他的百姓，十字架的死是導到那個復活，所以復活
才是終點。在十字架上，上帝與人類同受苦到佇極點，然後上帝在那個絕望的中間帶
出盼望，就是復活，當咱在各種人生火爐中間受試煉的時，上帝不僅在遐與咱同在，
也欲對火爐中帶出復活，就是新的盼望，新的生命在咱裡面，這就是基督教苦難論的
精髓，不是說上帝啊！你來幫助阮，是上帝親身與咱同在，又導咱出火爐，帶出新盼
望在咱裡面，就是復活的生命。
兄弟姐妹！當一個人在火爐中猶閣會吟詩，又從火爐中平安走出來，這就是最有
力的見證，火爐中的見證，比咱在健康豐富的時，說”上帝互買到好厝、互我事業成功、
找到好頭路”比這些見證更加有力。最高階層的見證是”上帝與我在火爐中同在、用疼
包圍我、互我有平安、又賞賜我盼望與新的生命。”兄弟姐妹，今仔日咱向這個世界的
見證是什麼？不是說信上帝的人攏無苦難，不是說信上帝的人來求，上帝就馬上互你，
上帝有祂的時間表，有祂的旨意，上帝欲佇你生命中來與你同在 sherkina，居住在咱
中間，然後帶那個榮光出來，互人看到會說”此人真正是有上帝同在的人”。同心來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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