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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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本會陳祐陞牧師將於 2020 年 4 月 24 日屆齡退休（年滿 70 歲）。
2.小會於 2019.6.9 第六次小會第五案，成立聘牧小組，並於 2019.9.1 第八次小會第
一案議決：接納聘牧小組推薦劉柏超牧師為本會第十任牧師，並行文台中中會派
員主理監選事宜。
3.劉柏超牧師曾於 1995 年 8 月~1997 年 7 月任職本會傳道師二年，現為台南市看西
街教會牧師。
4.劉柏超牧師於九月 29 日來本會主禮二堂禮拜（台、華語）。
5.台中中會將於十月 6 日派監選委員至本會主持臨時會員和會，並辦理劉柏超牧師
監選事宜，當日只有一堂禮拜。
6.本會會員名單公佈於公告欄，如有錯誤，請通知牧師、小會員或青美幹事更正。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主日(10/6)舉行 2019 年第一次臨時會員和會，09:00 召開小會，一、二堂禮拜
於 09:30 合併舉行。感謝林鴻祐牧師及蘇銘珍長老前來本會講道並主理對劉柏超
牧師監選工作的辛勞。
2. ★下週主日(10/13)是「松年事工奉獻主日」
，第一堂禮拜由松年團契服事，請為松
年事關心、代禱。
3. ★下週主日(10/13)禮拜中恭守聖餐，聖餐服事人員如下，請小會員於第一堂禮拜
後在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台語禮拜–捧餅：余燕儒、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卓孟佑。
捧杯：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何中亨、洪添裕。
華語禮拜–捧餅：卓孟佑。捧杯：卓啓煌。
4. ★10 月 13 日(日)辦理重陽敬老活動，教會為 70 歲以上每位兄姐準備一份麵線，
在禮拜中發放；另外會籍在本會的 70 歲以上（民國 38 年次前）兄姐，請於第一
堂禮拜後至 2 樓 A 教室統一領取敬老禮金。
5. ★本會訂於 11 月 17 日(主日)至惠蓀林場舉行野外禮拜，費用：200 元/人，國小
以下 100 元/人（含車資、保險、午餐），即日起至 10 月底前向辦公室報名繳費。
6.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第 10 次管委會開會通知：10 月 26 日(六)上午 10:00
於柳原長老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敬邀管委會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董
事長撥空蒞臨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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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10/25、11/1、11/8、11/15（10 月 11 日暫停一次）每週五晚上
7:10~9:00。
8. 10~12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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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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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本日(10/6)下午 4 點練唱，練唱完接著年會，年會結束後聚餐。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0 月 20 日(日)舉行十月份月例會，主題：年會+第四季慶生，會後召開委員會。
四、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0 月 13 日為「松年事工紀念主日」
，請兄姐代禱；有排到服事的同工請準備心。
2. 舉辦秋季靈修旅遊，日期：11 月 19~20 日，地點：高屏知性二日遊。費用：3000
元/人（契友有補助）
。行程：D1 新營天鵝湖、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林園海
洋濕地公園、夜宿高雄漢王飯店。D2 玫瑰聖母聖殿教堂、義大世界。報名請洽
林政義長老，10 月 20 日截止。
五、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1. 10 月 10 日(四)19:00~12 日(六)19:00 舉辦退修會，地點：宜蘭。
2. 社青團契已於 9 月 22 日(日)推選出明年度的同工囉～
會長：顏姿叡，會計：曾國億，書記：林慧珍。
六、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108 年度手鐘團訂於 10 月 10 日~10 月 11 日舉辦兩天一夜靈修之旅。
地點：台灣東北角海岸、基隆、淡水。請有興趣參加的朋友限於 10 月 6 日前向手
鐘團長–鄺豫麟弟兄(手機：0937-722541)或辦公室青美幹事報名。
七、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同工音控和 PPT 製作投影，免經驗，只要有心我們
教你到會。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八、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感謝志工加入服事行列，現尚缺星期一 12:00~14:00，星期四 12:00~14:00、
14:00~17:00 三個時段，請兄姐踴躍參與服事。
九、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而就學於神學院及一般公私立高
中職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之申請。
1. 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高中職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
五分以上（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
院各科系等比照大專院校）。
2. 有參加少年團契的國中生及有參加主日學國小生由輔導及校長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3. 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75 分或甲等以上。
4.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13 日止。
十、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林淑勤、吳含淳、蔡宗良。
十一、 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本日(10/6)【源咖啡】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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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七星中會蘭陽區婦女合唱團舉行 20 週年音樂會，時間：10 月 19 日(六)19:30，
地點：篤行教會（北區文化街 69 號）。
2. 台中中會性別公義部舉辦專題活動，時間：10 月 26 日(六)09:00~12:00，主題：
「親密關係的暴力與溫柔」
，講員：黃柏威諮商心理師，地點：三榮教會。費用：
100 元/人(含午餐、茶點)，可使用 mail 報名 ifaith031@gmail.com。10/20 截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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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會 10 月 6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監選劉柏超牧師為第十任牧師順利通過代禱。
2.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長老 12 位(2020~2023)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的選舉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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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首長選舉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林義耕兄、
洪陳灱姐、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劉芸溎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
莊秀如姐。
＊本週金句＊
(台語) Chia̍ h chhài-soe, tāi-ke saⁿ-thiàⁿ, Iâⁿ-kè chia̍ h pûi ê gû-á, tāi-ke saⁿ oàn-hūn.
(Chiam-giân 15:17)
(台語)食菜蔬，大家相疼，贏過食肥的牛仔，大家相怨恨。(箴言 15:17)
(華語)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 15:17)
＊下週金句＊
羅馬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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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早禱會由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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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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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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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0/6(日)

10/7(一)

10/8(二)

10/9(三)

10/10(四)

10/11(五)

10/12(六)

經節

結 10-12

結 13-15

結 16-17

結 18-20

結 21-22

結 23-24

結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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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陳祐陞

敬愛老人

創 24:1~4、
利 19:32

16

24、121、400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0/13

陳正雄

超越自我
的生命

創世記 50：
15~2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16

耿明德

日子欲到，
心意欲成

耶利米書 31:
31~34

41

60、55、386

同上

＊上週講道＊
【信仰的紅牌策略】

耶 13:23、羅 7:18~21

劉柏超牧師 2019/9/29

如果有人打壞了一棟建築物上的一塊玻璃，又沒有及時修復，別人就可能受到某
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秩序的
感覺，在這種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這是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
犯罪學家凱林，經過觀察提出了「破窗理論」。「破窗理論」是從犯罪的心理去思考
問題。「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必須及時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戶。」
例如：圖書館、巷子口的電線桿、排隊上車和喜宴都有破窗效應的影子。
教會生活也會有破窗效應，禮拜進行中，如果有人在禮拜堂外閒晃，久而久之(年
久月深)就會有更多人，來到教會卻不進教堂做禮拜，而是在教堂的外面在聊天。主日
來作禮拜敬拜上帝，是最重要的一項事。今天所有教會內的任何活動或團契的活動，
最主要(最終極)的目的，就是帶領人來敬拜上帝，帶領他們來信主。如果失去這個原
則會造成破窗效應。
做習慣的主人
有句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性格」是不容易改變的。而人
的「性格」則表現在他的做事模式及思考模式。因此，一個人要從原本的習慣，改變
成新的習慣；或是，由舊的思考模式，改變成新的思考模式，都是非常困難的！所以，
改變自己和別人都困難。
你將自己看成是哪一階層的人，通常都是反應在你的「習慣」中。個人習慣影響
的是自己的「精神」、「觀念」。我們卻經常成為習慣的奴僕，受它的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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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壞習慣的框框
「請用一筆畫完四條線，這四條線正好穿連下圖的九個 apple 點，且每顆 apple
只能被穿越過一次。」答案：規則中並沒有任何和框框有關的規定，只是你自己的「先
入為主」的感覺。這張圖有一個陷阱，就是這個「框」。
這個答案必須要先“跳出這個框外去思考才不會受限制而找不出答案。這兩個自
己限定的點都在框框外面，這代表我們本身以外的資源。這些資源可以是：知識、朋
友、信仰、接納別人的意見、勇於嘗試的熱情、謙卑的自我。
先知耶利米看見猶大的百姓胡作非為，曾說：「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
改變斑點呢？若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耶 13：23)「古實人」所指的
就是黑人(黑皮膚)的人，他們的膚色是天生的，就像豹的斑點一般，要改變談何容易。
猶大國國家將近要滅亡，但是國民猶原不悔改，因為他們「習慣」作惡，已經沒有改
邪歸正的能力了。上帝從來不會拒絕真心悔改歸向祂的人，祂不斷透過先知提醒人要
悔改歸向祂，否則會失去改變自己的能力。
猶太人的壞習慣：就是「習慣性離開上帝」、「習慣性犯罪」。說到習慣，我們
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也有「四不一有？」這個四不一沒有不是政治上的，是信仰上的。
不禮拜、不讀經、不禱告、不奉獻=沒有信仰(靈命)。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我覺得有個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羅馬 7：18-21)
信仰上的紅牌戰略
如何解決“破窗效應”？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把握環境的這種暗示和誘導的作用。
有一種稱作〞紅牌作戰〞的品質管制活動。5S：整理（SEIRI）、整頓（SEITON）、清
掃（SEISO）、清潔（SEIKETSU）、素養（SHITSUKE），又被稱為“五常法則”或“五
常法”。5S 起源於日本，是指在生產現場中對人員、機器、材料、方法等生產要素進
行有效的管理，這是日本企業獨特的一種管理辦法。
整理：清楚區分要與不要的東西，找出需要改善的事、地、物。
整頓：將不要的東西貼上“紅牌”；將需要改善的事、地、物以“紅牌”標示。
清掃：有油污、不清潔的地方貼上“紅牌”；藏汙納垢的死角貼上“紅牌”；
在某些地方不該出現的東西貼上“紅牌”。
清潔：減少“紅牌”的數量。
教養：有人繼續增加“紅牌”；有人努力減少“紅牌”
信仰上的紅牌戰略：
整理：認識自己心中的罪性，面對、了解它。
整頓：將內心的罪性貼上“紅牌”；將需要改善行為的事、地、物以“紅牌”
標示。
清掃：常作認罪的禱告。
清潔：常讀聖經來區分屬靈與屬世的事務。
教養：保持與上帝親密的溝通，勤赴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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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紅牌作戰」的活動，可以讓環境變得整齊清潔，生活變得舒適幽雅，人們
都養成做事耐心細緻的好習慣。我們要防止「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及時修好「第
一個被打碎玻璃的窗戶」。用信仰上的語言來說：「養成親近上帝以及好行為的習慣，
防止靈性上的破口，互撒但沒路通找到縫隙。」
在海洋裡有一種很小且殘疾的動物─盲鰻。它的體型只有鰻魚一樣大小，而且眼
睛也是瞎的。但它對付比它大的鯊魚，卻很有一套辦法。盲鰻的口像個橢圓型的吸盤，
裡面長著銳利的牙齒。當盲鰻用吸盤似的嘴吸附在鯊魚身上時，鯊魚並沒有意識到自
己的危險。吸附在鯊魚身上的盲鰻開始一點點向霸王的腮邊滑動，後來鑽進了鯊魚的
體內，開始吞食鯊魚的內臟和肌肉。犯罪往往是在自己最不覺得會出錯、最有把握的
時候，就像鯊魚遇到盲鰻一樣。
「敗壞的代先，人的心是驕傲；尊貴的頭前是謙卑。」(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
榮以前，必有謙卑。)(詩篇 19:8)
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個性，個性決定命運。我們要在生活中
培養正確良好的習慣，常常自我反省。謹慎自己的生活，不讓撒但像盲鰻有機會來親
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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