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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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為子會台中民族路教會設教 70 週年紀念日，今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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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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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晚上
7:00~9:00 邀請台南神學院鄧開福牧師由腓立比書探討保羅對教會的心意，地點在
本會 1F 松年教室，請大家踴躍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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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16 章 21~28 節。
二、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本日(9/3)下午 2 點在民族路教會集合獻唱，請隊員攜帶詩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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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王謝月仔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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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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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道委員會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從腓立比書追隨保羅對教會的心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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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7 全國婦女查經營–「使人和好的保羅：哥林多後書」，時間：10 月 23~25
日(一~三)，地點：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講師：邱淑嬪牧師。費用：3000 元，
10 月 6 日截止，詳洽 02-2362-5282#350 蔡秀靜。
2. 東榮教會訂 9 月 24 日(日)15:00，於東海大學路思義禮拜堂舉行陳志忠就任第五
任主任牧師及李淑慈就任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訓練會，時間：9 月 23 日(六)09:00~12:30，地點：草屯教會，
講員：鳳屏教會林志遠牧師，講題：「門徒培育種籽教會分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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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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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謝月仔姐。
＊本週金句＊
(台語) Lí m̄ -sái kiaⁿ, in-ūi Góa kiù-sio̍k lí; Góa bat kiò lí ê miâ, tiàu lí; lí sī Góa-ê
（I-sài-a43:1f）
你毋使驚，因為我救贖你；我曾叫你的名，召你，你是我的。
（以賽亞書四十三:1f）
(華語)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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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以賽亞書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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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9/9)由卓聖育執
事介紹「黃彰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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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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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3(日)

9/4(一)

9/5(二)

9/6(三)

9/7(四)

9/8(五)

9/9(六)

經節

歷代志下
7-9 章

歷代志下
10-13 章

歷代志下
14-16 章

歷代志下
17-19 章

歷代志下
20-22 章

歷代志下
23-25 章

歷代志下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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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10

林仁謙

曉諭與敬拜

出31:1~17
約4:21~26

8

58
452
512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10

林仁謙

曉諭與敬拜

出31:1~17
約4:21~2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13

陳正雄

有愛心的信心

可2:1~12

34

70、461、
5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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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行】
彌加書六:8
陳祐陞牧師 2017/8/27
彌迦六：8 是聖經中很出名的一節聖經，可幫助咱知上帝在咱身上，伊所歡喜的
是什麼？彌迦是主前 750~686 年的先知，當時百姓受外邦欺侮，猶閣的心沒歸向上
帝，所犯的罪有二方面：
（一）對上帝不忠：隨外邦人拜偶像，將上帝的信息，上帝
對的疼攏忘記，忘記有上帝。
（二）百姓中互相欺壓，相剝削，沒行公義欺侮喪鄉人，
貪愛錢財。所以這款對上帝不忠，沒行公義的罪來到上帝面前，上帝不得不愛對刑
罰，就叫先知發出警戒，這些預言到主前 734 年有亞述軍隊來攻打，許多人被掠，
到主前 721 年撒馬利亞城受攻破，亡國，城成為荒廢的所在。
在彌迦書中，雖然有上帝刑罰的警告，總是請咱不可忘記，上帝是慈悲、憐憫、
赦免咱的上帝，伊永遠在刑罰的背後閣發出盼望的呼聲，在彌迦書中有關盼望的預言，
甚至是預言到彌賽亞要出世在伯利恆（四：1）。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主宰，彌迦在主前
750 年就預言到 750 年後耶穌欲出世在伯利恆。人類最大的盼望是上帝的子成為人來
到這個世界，來出世在最卑微的伯利恆的馬槽，兄弟姐妹~你會當體會上帝疼咱的心
腸嗎？ 伊不只是毀滅的神，他更是拯救的神，他要咱悔改在他面前，來行公義，心存
憐憫，謙卑與你的上帝相及行。今天咱在上帝面前，咱是不是時時刻刻存一種“我欲
互上帝歡喜的心？”咱的上帝要咱做什麼？彌迦書說得很清楚，伊要你什麼？獨獨要
你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行。
一、什麼是公義？公正，沒搖泏，沒彎曲，沒欺騙，在聖經裡面有許多強調公義
的所在。
行在公義的人就是與上帝相及行的人。設使你做一個基督徒，在禮拜日來做禮拜，
總是其他的日常生活，在你的工作場所，在生意場，在與社會人往來，你照世俗的方
式沒行公義欺騙，偷斤減兩，你豈會當與上帝相及行？許多代誌雖然小，總是你知影
上帝沒歡喜，你就呣通去行。你要有一個心志，就是在上帝面前，我欲保守我自己行
在上帝公義的道路，在大小事攏互上帝來歡喜。
二、耶和華要你什麼？”心存憐憫”。就是有同情，有慈愛，有赦免人的心。如
同歌羅西人書三：12”恁既然互上帝所揀，是聖也得著疼的，著用憐憫的心及仁慈，謙
卑，溫柔，吞愞來行。”既然咱是受上帝所揀選，互上帝看做聖的百姓，又是上帝所
疼的，對人就要有憐憫的心，互相寬容，互相赦免，親像主曾赦免咱一樣。
三、”謙卑與你的上帝相及行”。通常咱在說謙卑的時，咱攏會想說謙卑是一種
德行，是人與人中間很客氣，不會去品謗人，誇口，差不多是這樣而已。其實彌迦書
所說的謙卑是有更深的意義。在此所說的謙卑是較強調你在上帝面前的謙卑，在上帝
面前的謙卑可以分為三點：
（一）承認我是出佇上帝（二）我需要上帝（三）我欲歸回
佇上帝。這就是在上帝面前的謙卑。 （一）承認我本身是對上帝遐來的，我的活命是
出佇伊，伊是我的創造者。在你出世之前上帝就識得你啦，在老母的肚子裡，他就開
始給你塑造出來，這款創造的奧秘奇妙，咱想不通。是按怎這個世界這麼大，上帝竟
然會認得我這個人？因為伊是你的創造者。
第（二）我需要上帝。約翰十五：5 耶穌給咱說：
「我就是葡萄樹，當恁就是枝，常常
在我內面的，我也惦佇伊，就結果子多多，因為離開我，恁就不能做什麼。」謙卑就
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認說：”主阿！離了你我就不能做什麼！我需要你！”
宇宙光曾刊登一篇文章互人讀了很感動，有一個囝仔 Thomas Monagham，四歲父親就
過世，母親無法扶養他與他弟弟，6 歲時將送去一間天主教孤兒院，在遐遇到一位
會將他們看做寶貝的修女將他們照顧大漢。這個修女 Sister Babara 常鼓勵他們：” 你
若對自己有信心，對上帝有信心，沒一樣你欲做的事情不會成功”。這個 Thomas 小時
很愛打棒球，他有三個願望：
（1）欲賺大錢（2）欲成為一個職棒選手（3）欲做神父。
看起來這三個願望有衝突，要做職棒選手，也要做神父，閣欲賺大錢，雖然如此但他
很努力，他說：小學時，他常因去打棒球，下課慢一兩個小時回來，修女不但沒責備
他，還給他鼓勵，”我知你很愛打棒球，繼續加油，有一日你一定會成功。”
後來這對兄弟大漢離開孤兒院，在 1960 年二人付訂金 75 元，向銀行貸款 500 元
買下一間 Dominicks Pizza 店，八個月後弟弟 James 因白天在郵局上班，晚上又要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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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無法專心，因此要求退股，條件是給他一台二手福斯汽車。Thomas 一個人認真經
營這間店，（1）本來 45-50 分送達的 Pizza，他研究路線，保證 30 分鐘以內送達客戶
家。
（2）發明一種保溫箱放在車後斗，互 Pizza 送到客人手中時還是熱的（3）改善一
種紙盒，讓 Pizza 振動也不會破（4）價格合理，很認真來經營，經過 8 年（1968）從
一間店成為 60 間，1978 年 200 間，40 年（2000 年）後增加到 1300 間，他成功了，
而且賺了很多錢，總是他忘記了上帝。
有一天他的第二個夢也達成了，在 1983 年他將美聯底特律老虎職棒隊買下來，比
他的願望更大，1984 年得到全國總冠軍。這家公司在 2003 年業績四億，2004 年成為
全美第二大 Pizza 連鎖店；2006 年在全世界 50 個國家有 8238 間店。
（台灣也有達美樂
Dominos）剩下一個願望是他與上帝的關係，欲成為一個神父。
有一天美國政府頒互他一座獎，表揚他是從一個孤兒一路奮鬥成功的企業家，而
且熱心公益。在得獎的那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一位曾幫助我的修女不知
道在哪裡？40 年久忘記他的恩人，突然中來想到…就打電話去問，有人說那個修女已
經死去了，後來再探聽到沒死，還活在養老院。他就馬上到佇那間養老院來看這位 Sister
Barbara，他說：”感謝上帝互我有機會可以報答這個恩情。”有時上帝互咱成功的時，
咱忘記得，忘記曾幫助咱的人，只有一昧去賺錢。這個修女說：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
日你會成功，會回來看我，因為 40 年來我每天都為你祈禱。」Thomas 說：
「我今天回
來找你是回來懺悔。」那位修女在遐幫助他重新復得到信仰，互他知道人靈魂體的秩
序不可顛倒。靈的代誌永遠是最高的，靈與上帝往來，來管魂，來管體。你若將靈放
在一邊，你的魂體就會危險。Thomas 就開始回去教會，讀聖經，祈禱，重新信仰的生
活。人若掠做我的成功是我自己打拼出來的，是靠我自己的，人就無法謙卑跟上帝相
及行。兄弟姐妹，今天上帝的恩典施落在你身上，你是上帝所揀選的，上帝的子歡喜
從那個最高的下來與你相及行，是他代先謙卑落來。謙卑順服到佇死，他的一生就是
謙卑與上帝相及行。上帝的子尚且謙卑到這個程度，何況咱？在上帝面前的謙卑是常
常感覺自己的不配！常常感覺需要上帝。
（三）在上帝面前的謙卑就是承認我本身出佇上帝，我需要上帝，最後我倒轉來上帝
面前互他使用，親像羅馬書十二：1 所說「兄弟啊！所以我因為上帝的憐憫勸恁獻自
己的身體做祭，是聖的，是上帝所歡喜的。」謙卑就是倒轉來伏拜在上帝面前，”上帝
阿！我奉獻互你。”活祭就是代表死，死才會當獻互上帝，在人裡面有驕傲的自我，這
個老我需要與基督同死。所以在羅馬六章報咱知，咱欲成為上帝的兒子的確要經歷洗
禮就是這個原因，洗禮的意思就是老我罪與基督同死，你沒接受洗禮就是你不肯與基
督同死。只有咱老我死的時，基督豐盛的活命才會當進入咱裡面。洗禮不是我有夠資
格來互上帝接納我，洗禮是我謙卑感覺自己實在無法度。不是我感覺已經到了一個程
度，我滿足了，可以了，到標準了，不是!! 在使徒行傳中你去看那些領洗禮的人，
沒一個是因為我感覺有資格啦才來接受洗禮，都是謙卑在上帝面前說”主阿!我需要你
的救恩，我需要你的寶血來洗清我，我需要與你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今仔日上
帝在這個世界欲使用的就是肯謙卑順服的人。
咱長老教會來台灣宣教已經是 152 年，我常常在想，在 150 幾年前到台灣做宣教師，
那些醫生，博士，英國劍橋畢業的高材生，他們沒看輕台灣這個島嶼，沒看輕台灣當
時是一個文化低的所在，歡喜將他們的生命奉獻互台灣，今仔日在 150 幾年後，咱在
此見證的奉獻沒歸佇空空。在 150 年前那些醫生，在英國可以舒服生活的人，是按
怎要來台灣，在此受到綑迫，互人罵，互人打，又互人潑糞，受人拒絕，是按怎？ 因
為他們歡喜謙卑成為至高上帝的奴僕，因為他們不只有頭前兩項，我是出佇上帝，我
需要上帝，他們閣有第三項，我欲歸回互上帝。 今仔日這個世界上帝在找尋我這款的
人，永遠無掠做我的生命奉獻互上帝是無采，我的才能來做這款的代誌是無采，我的
金錢來用佇上帝的事工是浪費的這種人。 在上帝的國度永遠沒有浪費，為著救人的靈
魂所付出的代價永遠沒歸佇空空。
兄弟姐妹，求主感動咱，有更卡多人願意在這個世代繼續互上帝使用，在上帝的
國度謙卑成為他的器具，與你的上帝相及行，來聽他對你說話。在你所行的路徑，在
你尚未後悔說我這世人是為什麼來活的進前，你會當緊站起來，謙卑到主的面前，跪
下來，說”主阿！我倒轉來獻做活祭，我歡喜為你來活，我欲謙卑與你同行”，同心來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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