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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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舉辦設教 120 週年佈道會，邀請葉明翰牧師前來主講，葉牧師原來為算命師，
蒙神揀選成為牧師，在世界各地宣揚福音。5 月 5 日(六)19:30「為何人需要信耶穌」
；
5 月 6 日(日)09:00「民俗與福音」
，10:30「星座與命運」
。機會難得，請弟兄姐妹邀
請尚未信主的親人、朋友來參加。
2. 今日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請全體小會員參加。
3. 2017 年度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4.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預定於 6 月中旬開始啓用新聖詩。硬皮$290/本，軟皮金
邊$350/本，每戶補助$200，即日起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
5.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
年紀念冊，5 月 31 日截止（母親節當天可協助拍攝，請向辦公室預約登記）
。
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6. 今年海外宣教日期為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將與嘉義浸信會至緬甸東枝舉行義診
及短宣(本會負責)，期間亦前往東尼學生中心關心山區貧苦兒童生活，並幫助其
伙食費(每人一年 6,000 元，有 44 人)，請大家開始為此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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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成人主日學於 1 樓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5 章 1~8 節。
2. 舉辦 2018 暑期兒童營「英雄練習曲~原力覺醒」，
活動日期：7/2(一)~7/8(日)，
活動時間：7/2(一)~7/6(五)，17:00~21:00；活動期間供應晚餐，請自備餐具。
7/7(六)舉辦戶外活動(不另收費，家長欲參加費用另計)。
7/8(日)08:30~12:00，為成果發表會與頒獎，備有中餐。
招收班別：輕黏土創意美術班，輕食點心班，口琴班，律動班，羽球及桌球(報
名桌球、羽球者請自備球拍；因場地因素，羽球場為露天場地，若
因天候不佳，則當日併班至桌球班，學員需另預備桌球拍)。
費用：費用：1000 元/人(5/31 前 900 元/人)。請至教會網站或幹事辦公室報名並
繳費。
二、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1.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於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晴光雅座』設置【源】咖啡及音樂欣賞時間，讓新來的朋友有駐
足交誼和認識教會的機會。
2. 訂於五月 13 日(設教主日暨母親節)上午 11:00〜11:50 辦理本年度啟用招待活
動，特商請 Saxphone 演奏老師黃瑞芳夫婦前來現場表演。
3. 當天除了邀請初來的朋友，並邀參加禮拜的恩典合唱團的家長們，以及各位辛
勞的媽媽們，現場備有休閒座椅及單品咖啡、手工點心等，因空間有限座位不
多，敬請受邀者於感恩禮拜後立即至『晴光雅座』就坐，欣賞原音樂及品嘗咖
啡點心。
4. 謹請三福隊員參與接待及訪談，少契契友現場遞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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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7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將於 5 月 6 日禮拜中頒發，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高中職：江泓汎、陳維理、賴承昊、蔡慧卿等 4 人。
大專院校：蔡允哲、陳楚云、吳和娟、賴芝亦、蘇凱琳、江榆婷、喬禹傑、
張碩恩、張瑄樵等 9 人。
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 為了整理聖歌隊隊服室，私人物品請先拿走自行保管。
2. 自五月起開始練習十月份母子姐妹教會聖樂觀摩會。請有意參加的兄姐一同參
與練習。
五、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本主日(4/29)松年團契於主日禮拜中獻詩，早上 08:00 於松年會館練唱，請會員
準時參加。
2. 5 月 13 日適逢母親節，5 月份例會暫停，慶生會與 6 月份合併舉行。
3. 由台中中會主辦，中區三中會第 30 屆松年聯誼大會，時間：5 月 25 日(五)08:30
報到，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400 元/人，傳教師(本人，含退休)免費，請
向林政義長老報名，4 月 30 日截止。
六、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感謝圖書館志工群 2017 年度的熱心服務，將於 5 月 13 日一堂禮拜中請圖書館長
林玉山執事頒發感謝狀及禮券，名單如下：楊育真、劉榮澤、王啓明、楊守雄、
許瑞源、鄭清惠、林月嬌、卓慧貞、簡麗莉共 9 位。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舉辦一日遊，時間：5 月 9 日(三)，地點：苗栗南庄向天湖、桂花園鄉村
會館(午餐)→明德水庫→功維敘隧道。當日 8 點於教會出發，歡迎兄姐參加，
費用：700 元/人。請向劉美緻長老報名。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馬公教會訂 5 月 5 日 15:00 舉行陳炳勲牧師就任第十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台中三榮長老教會訂 4 月 29 日(日)下午 3 點，於旭光國小旭光廳(烏日區健行路
501 號)舉行三榮教會昇格堂會暨牧師黃暉懋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舉辦「性別公義研討會」
，主題：紀錄片《牧者》影片播放暨映後座談，
可看到牧者及同志基督徒的生活記錄及面對信仰的掙扎。時間：5 月 2 日(三)
19:30~21:30，地點：大慶教會(南區工學北路 122 號 11 樓)。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第二小區辦理婦女事工靈修一日遊活動。日期：6 月
12 日(當天預計上午八點出發，下午五點抵達台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 月
13 日(週日)，參加對象：第二小區各教會婦契姐妹及其眷屬，名額限 42 名。地
點：惠蓀農場、清流部落、咖啡園，費用：每人 600 元，各教會婦女團契自行
决定是否補助。內容：信息分享、詩歌歡唱、欣賞上帝創造美好世界。報名請
洽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代禱事項＊
1. 為五月 5 日、6 日葉明翰牧師在本會的佈道會，求主帶領更多人來參加，請為
葉牧師代禱。
2. 為第四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5/4~6/29）順利進行代禱。
3.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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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
陳春生兄、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卓聖耘
弟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goán teh kiâⁿ, sī tùi sìn m̄ sī tùi só͘ khòaⁿ. ( Ko-lîm-to hō. 5:7)
(台語)因為阮啲行，是對信毋是對所看。（哥林多後書 5:7）
(華語)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哥林多後書 5:7）
＊下週金句＊
哥林多後書 9:1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5/5)由陳祐陞牧師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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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日)

4/30(一)

5/1(二)

5/2(三)

5/3(四)

5/4(五)

5/5(六)

經節

路 1-2 章

路3章

路4章

路5章

路6章

路7章

路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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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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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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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葉明翰

民俗與福音

-

-

-

-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6

葉明翰

星座與命運

-

-

-

-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9

耿明德

母親的安慰

賽66:12-14、
太12:46-50

18

152、480、513

使徒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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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講道＊
【作個好管家】
馬太福音 6:19~21
耿明德牧師 2018/4/22
以前工作時曾聽人說過一個笑話：台灣社會有六種票，
「政治人物玩選票、中產階
級玩股票、基層人員玩彩票、黑道人士搞綁票、地下錢莊轉支票、小老百姓對發票」。
聽起來感覺很有趣，事實上，不管是選票也好，對發票也罷，都是和『金錢』有關係，
因為我們所生存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追逐金錢與權力的社會」。因此古人說得很貼
切：人若沒有錢，就好像船沒了舵、飛鳥沒有翅膀一般。有句俗語也說得好：
『鍋內無
米是煮無飯，手裏無錢是難做人（台語）』
。若是要用華語來表達，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可說是相得益彰。各位，這些比喻再再說明了「金錢」的重要性。既然金錢是如此的
重要，為什麼今天所讀的經文卻告訴我們：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
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難道上帝不希望我們生活富裕、無所欠缺，成為有
錢人嗎？難道上帝賞賜我們各樣的福氣，卻將錢財排除在外嗎？
並不是這樣，上帝所賞賜給我們的一切，當然也會包括財富在內。為什麼我會如
此肯定呢？因為我們若是從舊約來看，舊約聖經中，上帝所愛的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都是當時富甲一方的族長。另外一位族長約瑟，雖然經歷許多的苦難，但是上帝
卻是保守他。在每一個困境當中，上帝都看顧。經由上帝的賜福，約瑟最後也成為埃
及的宰相。我們若是繼續看下去，也可以看看大衛與所羅門，
「他們兩人更是貴為一國
的君王」
。擁有無人可比的財富。還有，耶和華上帝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
在曠野生活的 40 年當中，也是有水可喝、有食物可吃，40 年來，他們的衣服及鞋子
都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申命記 8：4、29：5）。我們也可以翻開申命記 28 章。記
載著耶和華上帝應允以色列百姓的話：「你只要留意聽從耶和華你上帝的話，謹守遵
行祂一切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麼耶和華在向你的列祖起誓應許，所要
賜給你的地上，不管是你本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裡所產的，都會豐豐富富的賞
賜給你。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府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
上賜福與你」。
弟兄姐妹，上帝所賞賜給人的一切，絕對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這和今天所讀
的馬太福音6章19-21節，完全沒有任何的矛盾，反而是，這段經文成為我們很確切的
提醒，提醒我們對於錢財應該要有甚麼樣的正確態度。有了正確的看法之後，我們才
能成為一個好的管理者，好好管理上帝所賞賜給我們的一切。有一段經文大家應該都
很熟，就是馬太福音25章，耶穌說到：關於按才幹分銀子的比喻，
『一個給了五千，一
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
。耶穌在這個比喻當中所要求的是：無論我們所得到的賞
賜，是多、是少，都要好好管理上帝所賜的金錢及才幹。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明白，
在這世上要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及上帝賜給我們的產業及才能，才得稱為上帝的
好管家，才能領受上帝更大的賜福？
一位好的管理者，是不會讓自己以及所管理的一切陷入危險的境地。就好像錢財
一樣，我們追求以及管理錢財的方法，常常會影響我們與上帝之間的親密關係。人若
是因為努力追求世上的財富，勝過上帝及祂的旨意，那我們就會讓自己陷入到危險的
境界。因為人若是看重財富，勝過賞賜我們一切所有的上帝，那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我
們所努力追求的一切，不一定會得到。但是，非常肯定的就是，我們一定會失去賞賜
我們一切的上帝」
。世界著名的文學家托爾斯泰，曾寫過一篇關於「奉獻」的寓言故事：
有一個貧窮的基督徒農夫，一大清早就到田中耕田，他的身上只帶了一塊麵包，
這塊麵包是他從日出到日落工作一天的糧食！到了中午，農夫正要拿出麵包吃時，卻
找不到麵包！原來他的麵包被一個小魔鬼偷走了。因為小魔鬼認為：當這位基督徒找
不到麵包時，他就會氣的去詛咒別人，那時，他就會變成屬於魔鬼這邊的人了！但是，
小魔鬼卻是失望了，因為，當這位窮苦的基督徒發現麵包不見時，他不但沒有咒罵別
人，反而禱告說：
「啊！一定是有更需要的人拿去了，希望這塊麵包可以幫助他，免去
他肉體的饑餓。求上帝看顧他吧」
。小魔鬼不但沒有成功，反而讓上帝的名得到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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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魔鬼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把小鬼叫來臭罵了一頓，罵完之後，就提供小魔鬼一些建
議，要小鬼繼續努力，使農夫變成魔鬼這邊的人，並且警告牠，若是沒有將事情處理
好，就要處罰牠。於是小魔鬼便開始採用了大魔鬼的計謀。首先，小魔鬼使所有的田
地都乾旱，只有這位基督徒的田地肥沃又溼潤。當收割的時候，其他農夫都沒有什麼
收成，只有這位農夫的田地大豐收，而且他從來沒有豐收這麼多。因為收成很好，所
以農夫就蓋了一個大糧倉，將所有的收成都儲存起來。第二年也是如此，這位基督徒
又蓋了第二座糧倉。到了第三年小魔鬼又如法泡製，只讓這位農夫豐收。結果，農夫
不但蓋了倉庫，還用柵欄將所有的倉庫及土地都圍起來。因為這三年來，除了他的田
地豐收之外，其他農夫的田地都是枯乾的，沒有什麼收成，因此他擔心有人來偷。不
但在住家外、倉庫外，甚至田地的外圍都用柵欄圍起來。而且，這位基督徒為了擔心
有人會接近他的住家或倉庫，所以就買了幾把槍。又為了怕有人爬進他的田裡，他就
在田邊養了好幾隻兇猛的獵犬。就這樣，基督徒不再與鄰居往來，也不管他人的需要。
當外面這些農夫挨餓受凍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咒罵這位基督徒農夫。這位基督徒越來
越有錢，但是他卻離上帝越來越遠，不只如此，別人也因為他的關係，根本不願意相
信這位上帝，雙方都與上帝相形漸遠。小魔鬼立刻將這個成果報告大魔鬼，並且誇獎
大魔鬼的計謀非常管用，也將一切榮耀都歸給大魔鬼。
托爾斯泰的故事提醒我們，當我們看重自己的一切超過所有的時候，就會漸漸離
開上帝，因為我們不會再注意到別人的需要，不會注意上帝所設立的教會的需要。更
不會記得上帝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耶穌曾經一再提醒眾人：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錢財」
。也說：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會在那裏」
。這就像那位基督徒農夫一樣，他最後所
看重的是他的財富，因此也開始成為工作、物質、錢財的奴隸，他的眼中只有自己，
上帝早就被他拋諸於腦後了。
其實，耶穌並不是認為這個世界不重要，也不是說擁有財富不好。因為在聖經中，
我們看到耶穌並不排斥有錢的財主。祂也不認為一個人有錢是錯誤的，祂有很多朋友
都是財主。例如說，有一個名叫約瑟的亞利馬太財主，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後，去收取
耶穌的身體，然後安葬在自己新造好的墳墓裡。還有一個叫撒該的財主，當他認識耶
穌之後，他的生命改變了，從一個訛詐別人的稅吏，轉變成一個賙濟窮人的人。各位，
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事實上金錢並不是邪惡的，其實金錢本身是「中性」的，主要
是看使用者運用金錢的態度，是使用者的動機讓金錢變成是「良善的」或是「邪惡的」
東西。因此，耶穌不斷的強調，世界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的本身，反而是在於它所要
達成的目標。現今的世代絕對不是生命的盡頭，現今的世代只是生命路程中的一個階
段；所以世人不應該迷戀這個世界，以及屬世界的東西，我們的眼光應當注目在上帝
的身上，我們的眼光應該注目在未來、在那永遠的目標上。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好
好管理上帝賞賜給我們的財富與才能，我們的金錢與才能都應該用在上帝所喜悅的事
情上。耶穌提醒我們，要成為好的管家，
「就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因為地上有
蟲子咬，會銹壞，也會有賊挖窟窿來偷」。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天上，「因為
在天上沒有蟲子咬，不會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早期農業社會當中，田裡所收成的穀物就是主要的財寶之一；這些收成的穀物會
放進倉庫。然而，讓人頭痛的事，就是會有蛀蟲、有老鼠來吃掉它。因此，要如何預
防蛀蟲、鼠類的侵犯，就成為早期社會一門的重要學問。另外一件傷腦筋的問題是，
會有盜賊來偷。當時的盜賊不只是偷金銀財寶，也會偷穀物去賣。因為早期社會的牆
壁多用泥土做建材，很容易挖開。盜賊就是在牆壁上挖出一個洞口，這樣就可以很快
地偷得倉庫裡的穀物。至於「生銹」是甚麼意思呢？「生銹」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
指「被吃掉」
。也就是說，我們所藏的金錢會被吃掉。真奇怪，五穀有蟲、老鼠會「吃
掉」
，有賊會去偷，這還說的過去。但是，金錢為什麼會被吃掉呢？若是說被偷去豈不
是比較合理，為什麼會說被吃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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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在和合本翻譯成「生銹」？原來早期的社會，普遍都有一種觀念，就是
認為土地下面是最安全的地方，小偷不容易發覺，萬一房子失火的時候，也不容易損
壞。因此，將財寶埋在地下是一種不錯的方式，至少不會有太大的損失。但是他們卻
是沒想到，金屬物品若是埋在地下久了，也會因為化學作用而腐蝕，這跟「吃掉」是
一樣的意思。在此馬太福音的作者用「對比」的方式來說明：
「在地上---有蟲蛀，會生銹，有盜賊挖窟窿來偷」。
「在天上---沒有蟲蛀，不會生銹，沒有盜賊挖窟窿來偷」。
因此，很重要又能達到最大效益的作法就是：「要為自己積聚財寶在天上」。其實，積
財寶在天上是猶太人的觀念。猶太人認為，人在地上所作的一切善行，如果能讓上帝
喜悅，都會成為他們累積在天上的財寶。因此，耶穌基督就是要指出當時的猶太人，
用很多時間在累積地上的財寶，卻忘了要追尋上帝所喜悅的事，讓財寶積存在天上。
這個重要的提醒，同時也是在提醒我們每一位屬於上帝的百姓：
「努力取得地上的豐富
很重要，但千萬不要本末倒置，汲汲營營去累積那會朽壞又無法帶走的：「地上的財
寶」。真正重要的是努力去追求上帝所喜悅的事，要為著自己累積財寶在天上」。
弟兄姐妹，主耶穌的提醒非常重要，也是教會事工當中一項很重要的服事，就是
「奉獻」，特別是對於金錢的奉獻。其實我們可以問問自己，自己的奉獻是甚麼樣的
奉獻呢？我們的奉獻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嗎？耶穌提醒我們：「你的財富在那裡，你
的心也就在那裡」。沒錯，如果一個人所重視的，或是放在內心的一切，都是屬於地
上的，那麼，他的眼光及所有的興趣就會在地上，永生的一切對他來說，完全不重要，
也不會有任何興趣。如果一個人時時所想的，都是關於永生的盼望，上帝的旨意，那
他就會『看重』要奉獻給上帝的一切，一點都不敢隨便。
有一位畫家，剛畫完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畫之後，又替一位流浪的女孩子畫自
畫像。當他正在專心畫畫之時，那位女孩子看到那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圖畫，心裡覺
得非常驚奇，為何這位慈顏悅色的人，竟然被釘在十字架上？她就一直問那個畫家。
那個畫家被她問得很煩，只好停止他的畫筆，就把耶穌被釘死十字架，拯救罪人的事，
從頭到尾講給她聽。這位女孩很受感動，流淚問道：「他為你捨了性命，你為他捨了
什麼呢」？這位畫家聽了這話，非常受感動，就把這句話題在畫旁：「我為你捨去這
些，你為我捨去什麼」？
各位，上帝為了你捨了祂的獨生愛子，你為上帝捨了什麼呢？主耶穌基督為了你
的罪捨了自己的生命，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你又為祂捨了什麼呢？保羅勸告我們：
「你
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
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
面（歌羅西書3：1-3）」。弟兄姐妹，地上的財富靠著勤儉打拚就可以累積，但是如果
要累積財富在天上，就一定要學習「放下」的功課，學習放下自我，願意分享自己所
有的，讓金錢正確發揮他的效用，這才是我們應該要追求的生命。再者，上帝既然將
我們從滅亡中拯救出來，難道祂不會保守我們在世上的生活嗎？因此，各位，既然相
信上帝是我們的神，耶穌基督是救贖我們的主，就不能只有外表改變而已，我們的內
心更是要改變，當我們常常思念上帝的國度時，自然就會成為一位好的管家，能好好
管理上帝賜給我們的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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