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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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9/1)是「聖經學院奉獻主日」
，由忠明教會陳智勤牧師前來本會請安、
報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下週主日(9/1)第一堂禮拜後召開任職會，請長執同工、團契會長出席參會。若
有提出議案者，請在 8 月 28 日以前提交給書記–葉美玲執事或青美幹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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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11 月 15 日共八週，每週五晚上 7:10~9:00，有需要購買指
定講義（耶穌的比喻，永望文化，2018)者，請向青美幹事或顏姿叡執事登記，每
本 300 元。
4. ★請各團契、機構推薦執事候選人，名單於 8 月底前提供給代議長老–楊凱成。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8/25)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3 章 10~17 節。
二、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黃明宗弟兄。
三、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圖書室徵求志工，時段：12:00~14:00，14:00~17:00，有意願的兄姐請向組長–
徐澄榮執事報名。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9 學年度上學期訂於 9 月 3 日(二)09:30 舉行開學感恩禮拜，主禮：
陳祐陞牧師。上課時間：9 月 3 日~12 月 18 日，費用：1500 元/人，請兄姐踴躍
參加！報名請洽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五、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要聚會了，歡迎蒞臨參加！時間：8 月 25 日(日)下午 1 時~2 時 30 分。
講員：許允麗執事，主題：「職涯發展」。地點：2 樓 A 教室。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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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時間：10 月 5 日(六)，地點：
大甲葵海休閒農場，費用：1000 元/人（含午、車費、保險）。報名請洽洪秀貞
組長 Line ID：cjhung0130，9 月 25 日截止。
2. 台中中會婦女部舉辦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時間：9 月 7 日(六)09:00~15:10，地
點：忠孝路教會新堂 2F 教室，主題：
「生活佈道操練~讀人讀書會」
，費用：300
元/人(含材料、午餐、茶點)。請婦女幹部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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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中中會松年部第三區舉行靈性健康講座，時間：9 月 10 日(二)09:30，地點：
民族路教會，費用 100 元(附午餐)，9 月 1 日(日)截止，請向松年團契林政義長
老報名。
4.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代禱事項＊
1. 為 9/20~11/1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課程講師–曾昌發牧師及有更多人參與訓練裝
備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邱一雄長老、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羅寶珠姐、張高端姐、
劉芸溎姐、江慶澤兄。
＊本週金句＊
(台語) Tio̍ h thoân tō-lí, bô lūn tek-sî put-tek-sî, tio̍ h choan-bū i, ēng pah-poaⁿ ê
khoan-iông, kà-sī lâi chek-pī, kéng-kài, khoàn-bián.（Thê-mô.-thài hō.4:2）
(台語) 著傳道理，無論得時不得時，著專務伊；用百般的寬容、教示、來責備、警
戒、勸勉。(提摩太後 4:2)
(華語)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 4:2)
＊下週金句＊
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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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早禱會由張麗真執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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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8 月休息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7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25(日)

8/26(一)

8/27(二)

8/28(三)

8/29(四)

8/30(五)

8/31(六)

經節

雅2

雅3

雅4

雅5

耶 1-2

耶 3-4

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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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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1

陳智勤

恩典多奇異

馬太福音
25:14~30

48

303
321
400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1

陳智勤

恩典多奇異

馬太福音
25:14~3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4

耿明德

是聚集，
亦是分別

馬太福音
13:45~50

28

220、131、389

同上

＊上週講道＊
【在故事中看到自己】

路 10:25~37

陳正雄牧師 2019/8/18

有一天一個哲學系的教授問他的學生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在生氣時說話用喊叫
的？」差不多所有的學生都七嘴八舌的說了一堆沒有讓教授滿意的答案，最後教授解
釋說：
「當兩個人在生氣的時候，心的距離是很遠的，而為了掩蓋當中的距離使對方能
夠聽見，必須用喊或叫的，就在喊或叫的同時，會更生氣，更生氣距離就更遠，距離
更遠就又要喊或叫得更大聲…」教授接著繼續說：
「而當兩個人在戀愛時會怎麼呢？情
況剛好相反，不但不會用喊或叫的；而是輕聲細語，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心很接近，
幾乎沒有距離，通常是耳語式的說話（枕邊細語）
，愛因而更深，根本不需要言語，只
用眼睛如眉目傳情（使目尾），那時心與心之間早就沒有所謂的距離了。
在你我生活中，在家庭（父母與子女，兄弟姐妹之間）
、工作地方的同事，或朋友
的交往從這件事，你看到了什麼？有沒有看到自己！今天的聖經是好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故事。我們都很熟的故事，藉這故事來思想其中的啓示：
一、故事改變了人的思考。（25、26 節）
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這個人是要來「試探」耶穌（25 節）；一個宗教權威要
來試驗一個地方上受人尊重的教師，耶穌卻沒有直接回答，反問他：
「聖經上說的是什
麼？你是怎樣解釋的？」
（26 節）這個人就用當時（申命記六:5）去回答耶穌（27 節）：
「合理的標準答案。」聖經描述，他好像問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問題，為了顯示自己
的問題有道理，就說：
「誰是我的鄰人呢？」
（29 節）他想用「理論」去解決「理論」，
但是，他卻不知道，他的「道理」
，在某個程度並不是「理論」而已，而是要去「實踐」。
耶穌帶領他從自己的邏輯思考中，去明白所有的真理是要去實踐出來，才能去瞭解，
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頭腦，就是要以自己的心直接去感受，去面對，同時也是去行動，
走出來。
在 1979 年到 1980 年曾到彰基參加教牧關顧臨床訓練（初級是 400 小時）
，這訓練
不像讀神學碩士或牧範學博士的學位，是一種臨床訓練。當時去參加的學員都是在職
時的牧師或傳道。上課的科目有請不同醫師講醫學常識，大部分的時間都安排去病房
探訪。現在的醫院科別部分將比較細。有位比我年長的學長分享他去探訪的經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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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去探訪婦產科的患者，發現平常去醫院的探訪會友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是不認識
的患者，就會緊張，不自然。站在病房門口就想要怎麼講，停一下就勇敢的走進去，
心想是生嬰兒，看了覺奇怪，就向她恭喜問安，談沒幾句就向她提議我是醫院的牧師
來看妳，要不要我為你禱告，還好她同意就為她禱告。出病房後，覺奇怪怎麼這個患
者好像不是生產嬰兒。剛好遇到護士就問她，原來這患者是婦科開刀。以後他要探訪
時就先到護理站看要探訪那個病房的患者，從那裡可清楚知道住院的原因。這種臨床
的學習就是經過這種經驗來學習，在經過這種經驗的學習故事，就不像經學教師的解
釋經文，從把經文的精神重新思考，去面對、去行動。
二、藉故事看到了自己
耶穌講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故事，在說明成為別人的鄰舍，不是在殿堂獻祭給
上帝的人，而是任何一個「動了慈心」的人，甚至不可思議的伸出援手的人，竟然是
自己民族的敵人！「愛」是「憐憫的行動」
；是出自憐憫別人的動機，帶出一個具體憐
憫人的行動。藉這個故事，耶穌讓律法師脫離自己的「理性」思考，開始去「感受」、
「經驗」。耶穌為什麼要用「祭司」、「利未人」，因為他們是宗教領袖，他們在教導經
文，在解釋聖經來服事上帝，愛上帝。當這個經學教師在聽時候，必然會想到自己，
因為故事中的人就是自己。
在舊約中的一位以色列建國的王大衛的故事，他派軍長約押出去攻打亞們人自己
卻留在耶路撒冷。為此他犯罪設計讓一位盡忠的軍人赫人烏利亞受派到最前線戰死，
然後娶他的太太拔示巴為妻，這件不倫的事件上主甚不喜悅。在和合本修訂版（但大
衛做的這事，耶和華的眼中看為惡）
（撒下十一:27c）就差遣拿單到大衛那裡，然後講
一個故事。大衛聽了之後，就非常惱怒那人，對拿單說：
「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做這事的人該死！」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撒下十二:1~7）先知拿單受上
主差派，傳達上主要他故事，藉故事讓大衛從故事來看到自己。大衛對拿單說：
「我得
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罪，你必不致於死。」（撒下十二:13）
真實的悔改在上主面前，主必赦免。各位兄姐，請問在生活中，我們有沒有從談話中
的故事，看到我們自己，來承認得罪了上主。
三、故事不只是說「理」，也是一段經驗，讓我們從經驗中重新思考。
耶穌也是對這個人說：
「你也是故事中的主角，你最懂得上帝，最愛上帝時，對人
卻是最冷漠。」從開始是一個聽眾，然後變成了一個故事的主角。又從「試探耶穌」
的動機開始，看一看真理到底好或不好。進而以自己的情感投入故事中，才發現一個
故事不只單單的說理，也是一段不同的經驗，因此才能從經驗中重新去思考。
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 1865 年在台灣設教以來，我們繼承英國與加拿大兩個母
會的信仰傳統，而這兩個母會又是承受蘇格蘭教會的信仰傳統，以及加爾文改革教會
的基本精神「榮光只歸上帝」。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戰後長老教會
的組織分屬，南北兩個大會各自運作。1948 年全台灣基督徒青年夏令會在淡水召開，
會中有一千兩百青年提出一封公開信呼籲，促進南北教會的合一，於 1949 年 5 月 3
日正式成立台灣教會青年團契 TKC 紀念碑在咱教會。在設教百週年前推動倍加運動，
平地教會教堂與信徒都倍加。
來到七十年代，台灣的社會面對重大事件，就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通過了
「接納中共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的議案」
，而美國總統又接著表示即將前往中國大
陸；台灣的報章雜誌紛紛提出國是建言，教會因而召開總會常置委員會在 1971 年 12
月 17 日發表「國是聲明」。在發表之後，國家情勢更陷入外交孤立的困境，社會治安
亮起紅燈（包括白話字聖經(紅皮)）被沒收。當時美國總統福特先生計劃訪問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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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擔心國家被出賣。就在 1975 年 9 月我教會召開「教會與社會研究會」發表了「我
們的呼籲」
，總會常置委員會於 11 月 18 日會議中接納為我教會正式立場。接著在 1977
年台灣再次面臨危機–當時美國國務卿范錫計劃前往中國大陸，與中共進行「關係正
常化」談判，就在 1977 年 8 月 16 日通過總常置委員發表「人權宣言」
。很不幸的是政
府當局不想了解教會的心意，大眾傳播工具更是惡意曲解，以致教會忍受了空前的誤
會與壓力。
我教會面對台灣的劇烈變化，我們根據信仰的省思，制定「信仰告白」的必要在
總會第廿三屆「信仰與教制委員會」
，首先提出研究並草擬「信仰告白」的提議，在廿
四屆總會成立「草擬信仰告白委員會」，在 1979 年 2 月 15~17 日於台南互談會召開首
次草擬會議。提交第廿六屆總會，獲得多數贊成接納，送各中會研究修改。經過四次
的修訂，於 1985 年總會中被接納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願我們從整個過程的故事，並從經驗中重新思考：告白中「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
的團契，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才有咱教會藉
三福訓練同工前往緬甸的宣教事工、成立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松年大學…，回
應耶穌所要我們去感受，看到你、我的自己，去面對，而且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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