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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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會員和會議案＊
議案一、柳原教會屬下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合併案。
說明：
(一)本會於 2003 年設立柳原財團法人，目的是為承接總會捐贈後壠子地段 2%
土地所有權，以使與道禾幼稚園辦理承租該土地之租約。
(二)2016 年為與勤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開發後壠子地段土地，再由總會捐贈後
壠子地段 98%土地所有權，由本教會設立「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
中後壠子教會」來承接該土地。
(三)由於柳原法人與後壠子教會法人同屬台中市財團法人，且屬同一性質或其目
的相同、功能重疊之宗教財團法人，無論於合併前、後均由同一主管機關監
督，因此進行合併後之管理較為單純，為促進合理之經營管理，以期投入更
多的心力教化社會，擬依司法院頒訂之「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
第 6 點規定，將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與後壠子法人）合併，合併後台中後
壠子教會為存續法人，柳原教會法人為消滅法人，並依據捐助章程第 17 條
之規定，將台中柳原法人之剩餘財產移轉予台中後壠子教會。
議案二、補提名何啓光執事擔任「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市十字園第
十一屆董事案。
說明：
(一)本會於今年 2 月 19 日定期會員和會中通過提名王文良、蔡文華、洪添裕、
楊凱成、劉雅玲為十字園法人第十一屆董事。因蔡文華長老於 4 月 2 日第四
次小會案由(二)請辭長老職，故需再補提名一人擔任十字園董事。
(二)小會於 2017 年第七次小會中(4 月 30 日)議決提名何啓光執事受選。何啓光
執事目前任職國泰世華銀行經理，本會將借重他在財務方面專長，以期對十
字園發展有助益。
＊通知事項＊
1. 本日(5/28)第一堂禮拜中召開 2017 年第一次臨時會員和會，請小會員於 08:2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2. 下禮拜日(6/4)舉行聖餐聖禮典，請小會員於 08:20 開召小會，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余燕儒、劉美緻、王文良、何中亨、許明暉。
捧杯：廖寶蓮、謝理明、洪添裕、楊凱成、卓孟佑。
華語禮拜–捧餅：卓啓煌。
捧杯：余燕儒。
3. 下主日(6/4)禮拜中，台中聖樂團及柳原恩典兒童合唱團聯合獻詩，請大家共
同關心聖樂團的服事事工。
4. 三福訓練本週五(6/2 日)第三次探訪，請賴麗月、卓孟佑、陳慧錦三位隊長帶
領，時間：晚上 7:30。下週(6/9)探訪請洪添裕、余燕儒、楊凱成三位隊長帶
領。
5. 2016 年度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台中中會第二區教會訂 6 月 8 日(四)晚上八時佇向榮教會舉辦聯禱會，請兄姐
能撥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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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主日例會主題：炎炎夏日的"消暑小撇步”！主理人：程玉珍醫師，司會：
陳佳萍執事。現場提供程醫師親自調配的消暑茶喔！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2. 台中中會婦女部二區苗栗ㄧ日遊
日期：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集合時間：08:15 柳原教會
名額：42 名
行程：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苗栗客家大院、午餐、丹堤生物科技公司
費用：每人 500 元（包含車資、餐費、保險）
報名截止日期：106 年 5 月 28 日（額滿截止）
請向會長葉美玲報名。（繳交報名費及保險資料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二、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6 學年度聯合畢業禮拜於 6 月 2 日(五)上午 09:30 在草屯分校舉
行，當天 08:30 從教會準時出發。
三、第三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6/2)單元(九)：信心，19:30 上課，20:00 探訪(三)。
四、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5/28)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十七章 1~11 節。
2. 本週禮拜結束 10：40 於 2 樓 A 教室舉行主日學教員會，請同工準時出席。
會中報告夏令營事項。
3. 兒童夏令營–「英雄練習曲~無名英雄聯盟」，時間：7 月 3~8 日(一~六)
17:00~20:40，對象：國小一年級~國小六年級，班別：太鼓班、街舞班、超
輕紙粘土班。費用：300 元/人（6 月 3 日前報名 100 元/人）
。請至辦公室報
名、繳費。
五、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六月份第 2 主日松年團契例會，例會由張連香長老信息分享。邀請兄姐踴
躍參加。
2. 會後並舉行慶生會，六月份壽星如下：林啓超兄、紀明進兄、朱昌美姐、
陳蘇季珠姐，祝壽星們生日快樂。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蔡串煉兄、林金良夫婦。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徵文活動–幸福在我家，即日起開始收件，6 月
30 日截稿。參賽作品請以 word 電子檔格式投稿，將檔案寄到
women@mail.pct.org.tw。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輔導培訓營–「聖經好好吃，嗎？」，時間：6 月 10 日
(六)08:30~16:30，地點：民族路長老教會，費用：100 元(含餐費、教材、
保險)，請至 https://goo.gl/forms/r1belRA3PXhkKcOi2 報名。
3. 忠明教會訂 5 月 28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張寬牧師就任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7 月 29~30 日(四~五)舉辦靈修旅遊，地點：拉拉山，
費用：3000 元(2 人房)，2800 元(4 人房)，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5 日截止，
報名電話：2316-3066 鍾日曜。
5. 內新教會訂 6 月 4 日上午 09:30 舉行「設教 40 週年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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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教會 2017 年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代禱。
2.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及探訪代禱。
3. 為吳含淳姐妹到澳洲短期工作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
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姐。
＊本週金句＊
(台語) Chhù-the̍ h nā m̄ -sī Iâ-hô-hoa khí-chō, Khí-chō i ê lâng chiū khang-khang
tio̍ h-bôa; Siâⁿ-tî nā m̄ -sī Iâ-hô-hoa kò͘-siú, Chiū kò͘-siú ê lâng khang-khang
kéng-séng.(Si-phian127:1)
厝宅若呣是耶和華起造，起伊的人就空空著磨；城池若呣是耶和華顧守，
就顧守的人空空警醒。（詩篇127:1）
(華語)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篇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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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由
陳正雄牧師介紹「李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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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2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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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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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何西阿
十一:1~9

13

76
452
510

使徒信經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4

陳祐陞

慈惠的索
仁愛的帶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4

陳祐陞

慈繩愛索

何西阿
十一:1~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7

胡翠峯

生命的盼望

彼前一:3~9

30

70、341、
5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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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詩篇 133:1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5/28(日)
詩 139-141 篇

5/29(一)
詩 142~144 篇

5/30(二)
詩 145~147 篇

5/31(三)

6/1(四)

6/2(五)

6/3(六)

詩 148~150 篇

箴
1~3 章

箴
4~7 章

箴
8~11 章

＊上週講道＊
【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創 21:1~7、22:1~19
邱淑嬪牧師 2017/5/21
我們應該有去探望過剛生下小寶寶的親戚朋友或教會姊妹，與他們一起歡
樂，也表達我們的祝福的經驗。做父母的人的願望，就是希望他們心愛的孩子可
以平安健康地長大。但是在今天的經文裡，上帝卻命令一個父親，而且是老來得
子的父親—亞伯拉罕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要給他一個親生的兒子來繼承他的產業，而且，他的後
代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上帝信實地遵守諾言，果然按照他的應許，在亞伯拉
罕一百歲時賜給他和莎拉一個兒子。亞伯拉罕給孩子取名叫以撒。以撒在上帝的
保守下，就像一般的父母親對他們的子女的期待—以撒平安地漸漸長大。這個時
候，上帝竟然命令亞伯拉罕把他的獨子以撒當作燒化祭獻給上帝。燒化祭是以色
列人宗教牲祭的一種。根據傳統，人們在獻燒化祭時，要先宰殺將被當作祭物的
動物，然後在祭壇上全部燒化，目的是全然奉獻；他們也相信，焚燒祭物的馨香
之氣是上帝喜悅的。以色列人獻作燒化祭的是牛羊等動物，但是，古代西亞的某
些民族有把長子獻為燒化祭來討好神明的習俗。將人當作祭物、在祭壇上燒化，
這是一種可怕、不人道的儀式，所以，以色列人被禁止模仿異教的信徒，把兒女
當作祭牲放在祭壇上焚燒（參考申 18:10）。
因此，上帝的要求有兩個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個是，上帝應許亞伯拉罕，他
的後代子孫要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只有以撒才是成就上帝應許的那個孩子，
上帝卻要亞伯拉罕殺死自己的獨子。如果以撒死了，亞伯拉罕的家系就結束了，
上帝的應許要如何實現？另外一個是倫理方面的，上帝是眷顧、保守人的生命的
上帝，獻長子為燒化祭的祭物又是異教的習俗，上帝怎麼會殘忍地用殺害、焚燒
長子的異教儀式來考驗亞伯拉罕？在上帝的屬性當中，除了公義之外，還有慈悲、
憐憫。我們必須要問，上帝真的會用這種違背他自己慈愛憐憫的本性和父母愛子
女的天性的方式，來考驗亞伯拉罕是否會順服聽命？這個故事除了是要突顯亞伯
拉罕的順服和他對上帝的信心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當時，亞伯拉罕是住在非利士人地區，和信奉別的宗教的異教徒混居在一處，
他會不會想要模仿異教徒獻長子為祭來討上帝的喜悅；也像孩子測試父母的愛一
樣，測試上帝是不是真的愛他，會不會信實地遵守對他的應許？人們以為獻以撒
是上帝的旨意，然而，上帝是不是知道亞伯拉罕想要模仿異教徒來測試上帝對他
的愛和應許是不是信實可靠，所以，上帝藉著這次的事件來考驗亞伯拉罕，要看
他是否會信任上帝對他的愛，也讓他知道模仿異教徒殘忍的作法來測試上帝、換
取上帝的喜悅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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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命令亞伯拉罕獻以撒後的第二天一早，亞伯拉罕就帶著以撒和兩個僕
人，出發前往上帝指示他去的地方。第三天，亞伯拉罕遠遠地看到了目的地，藉
口說要帶孩子去那裡敬拜，把僕人和驢留在原地等候。亞伯拉罕讓以撒背著木柴，
他自己拿著刀和火種，父子兩人一起走。走著走著，以撒開口問了他可能納悶了
很久的問題：
「爸爸！火種和木柴都有了，獻祭的羔羊在哪裡呢？」亞伯拉罕只回
答：
「上帝會親自預備。」但是，到了上帝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築好祭壇，堆上
木柴之後，接著竟然是把以撒捆綁起來，放在上面，然後舉刀要殺他的兒子。這
個時候的以撒一定是非常震驚、害怕，無法想像疼愛他的父親竟然會想要殺他，
用他作祭牲來獻祭。在千鈞一髮之際，上帝的天使及時阻止了亞伯拉罕，叫他不
可以傷害以撒。上帝肯定亞伯拉罕的敬畏和順服，因為他連自己的獨子都願意獻
給上帝。然而，上帝不需要他用這種方式來證明他的順服，搏取上帝的歡心；亞
伯拉罕不必親手殺害自己的兒子了，他心中沉重的大石頭終於可以放下來；以撒
就好像在生死關頭走了一趟，他的生命驚險地獲得保全。亞伯拉罕環顧四周，正
如同他之前對以撒說的，「上帝會親自預備獻祭用的小羊」，他看到一隻兩隻角被
樹叢纏住的公羊，就用牠來取代他的兒子作燒化祭。上帝也透過天使再次宣告，
由於亞伯拉罕遵從上帝的命令，上帝以他自己起誓，再次應許要賜給他眾多後裔，
他的後代子孫會征服他們遭遇到的敵人，他們會像亞伯拉罕一樣，使萬民因著他
們得到上帝的賜福。亞伯拉罕把那個地方取名為「耶和華以勒」
，意思是「上主會
預備」或「上主會看顧」，因為上帝真的看顧他們父子，預備了取代以撒的公羊。
上帝對亞伯拉罕的考驗，不是他是不是會聽從上帝的命令獻子，而是他會不會聽
從上帝的命令，放棄用自己猜想的方式來討上帝的喜悅。
亞伯拉罕相信上帝的應許，連新約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推祟他的信心（參考來
11:8-17）。但是人也可能會試探上帝的心意，甚至想用異教的習俗或不正確的事
來試探上帝是否真的愛他，是否會忠於對他的應許。就像作父母的，不會想要他
們的孩子故意做危險的事，或是故意做違背爸媽心意的事，來試探爸媽對他們的
愛一樣，上帝的兒女也不要想藉著模仿異教的習俗，例如擲筊、抽籤、相命等方
式來揣測上帝的心意，或是做違背常理的事，來試探上帝。2014 年，中時電子報
有一則國際新聞，標題是「試探上帝，美國牧師被毒蛇咬死」。報導中的美國牧
師總是在講台上弄蛇，即使被毒蛇咬了也拒絕就醫，以證明自己對上帝的信心。
與此相反的是新約聖經所記載的，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的過程中，魔鬼把耶穌
帶到耶路撒冷聖殿的最高處，對他說：「既然你是上帝的兒子，就從這裏跳下去
吧；因為聖經說：『上帝要吩咐他的天使保護你』」耶穌回答：「聖經說：『不
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台灣是一個多元種族、文化，和宗教的社會。我們和亞伯拉罕一樣，是和其
他宗教的信徒混居、生活在一起，我們也要小心，不要受到他宗教的影響，用錯
誤的方法來猜測上帝的心意，來試探上帝對我們的愛。要相信上帝的愛和應許。
在危急的情境下，上帝保守亞伯拉罕的獨子以撒平安脫離死亡，上帝也會按著他
的慈愛、忠信對待我們。要相信上帝，因為上帝慈愛、信實可靠。特別是，當我
們向上帝長久禱告，祈求上帝為我們成就一件事，或是拯救我們脫離讓我們痛苦
的情境，卻遲遲等不到我們所期待的。我們要相信，上帝雖然不在我們期待的時
間，用我們期待的方式來成就我們的禱告，但是上帝一定垂聽我們的禱告，按著
他美善的旨意來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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