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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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是「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第一堂禮拜由婦女團契同工服事。
主禮：胡翠峯傳道師。司禮：葉美玲。司琴：黃金鈺。讚美感恩祈禱：陳慧錦。
啟應文：程玉珍。認罪懇求代禱：羅寶玉。聖經：王惠玲。
奉獻：賴麗月、顏美玲、郭紫筠、朱昌美。紀念主日報告：王美莉。
2. 本主日(3/4)第一堂禮拜(10:45)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同工出席參會。
3. 本主日(3/4)下午 3 時佇本會舉行耿明德牧師就任柳原教會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請全體會友參加。
4. 「120 週年紀念冊編輯小組」訂 3 月 10 日 09:10 召開會議，地點：1F 松年會館。
5. 下週主日(3/11)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院方派王崇堯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理一、二堂禮拜。
6. 今年 4 月 1 日復活節主日要舉行洗禮聖禮典，要受洗者請向陳祐陞牧師、耿明德
牧師或傳道委員會余燕儒長老報名，並參加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信仰造就課程。
7. 本會梁瑞祥弟兄於 2 月 26 日蒙主恩召，享年 56 歲。告別禮拜定於 3 月 7 日(三)
早上 9 點於東海火葬場小禮堂舉行，願主安慰遺族。
8. 台中市十字園訂 4 月 4 日(三)上午 10 點於埔里園區舉行清明追思感恩禮拜，備有
交通車（100 元/人，請至辦公室報名），08:30 柳原教會門口乘車。並於 4 月 5~8
日上午 9 點~下午 5 點開放供家屬追思、緬懷先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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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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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2 章 13～22 節。
2. 下主日(3/11)10:40 召開主日學教員會議，討論夏令營事項，地點：2 樓 A 教室。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訂 3 月 11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林靜萍副會長。
分享題目：【舌頭在百體中是最小的】，經文：雅各書三 5～6。
2. 三月份壽星：陳潘藟姐、鄭清惠姐。
3. 2018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三、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家庭團契於 3 月 25 日中午禮拜完後 10:40 分在 2F 長執會議室，邀請施義賢醫師
講座，內容：「對憂鬱症的預防，治療與陪伴」。例會完後，舉行聚餐，要參加的
兄姐，請向會長何啓光執事報名。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 3 月 6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 2017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感恩禮拜，
主理：陳祐陞牧師，請兄姐關心、代禱、踴躍參加。
2. 上課時間：3 月 6 日~6 月 20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內容：信仰與
人生、醫藥保健常識、才藝及康樂活動、生態旅遊等，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
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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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年團契(會長：張哲豪弟兄)
1. 上週關懷探訪：列靜芬同學。
2. 定於 3 月 24 日(六)上午 10:00~16:00 於主日學教室舉行靈修分享會，邀請雲林
圳頭坑教會趙學智傳道師主講，主題內容為禱告靈修與屬靈生命，共有三堂課
程，邀請弟兄姐妹參與，並關心代禱。
六、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三月份月例會邀請施義賢醫師主講，主題：「讓我帶你走過憂谷 !」，日期：
3 月 18 日上午十點半，地點：松年會館。司會：程玉珍執事。歡迎兄姐參加！
2. 尚未繳交會費姐妹，請儘快交給會計盧金梅執事。
七、教育委員會培育組（組長：顏姿叡執事）
「2017 一年讀一次聖經」活動完成的兄姐如下：鄭麗娥、呂慧玲、王雅紅、
余燕儒、呂明玲、鄭純珠、楊育真、王惠玲、林靜萍。
八、手鐘團（團長：高雅智執事）
手鐘團訂於 3 月 6 日(二)19:30~ 21:30 開始上課。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青年探索營–「絕地重生_眾使之僕」，時間：7 月 26~29
日，地點：長榮大學，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費用：2500 元(3/1~4/1 享早鳥
票 2100 元)，5 月 27 日截止報名。
2.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2018 年年輕女性工作坊」–“心”旅行，時間：
3/24(六)08:30，地點：台南神學院，費用：100 元/人，洽詢電話：02-23625282
轉 250 蔡孟潔，3/9(五)截止。
3. 「2018 年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
，時間：4 月 21 日(六)，地點：柳原教會。
費用：300 元(現場繳費)。
＊代禱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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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花蓮地震重建工作代禱。
3. 為下主日耿明德牧師就任本會教育牧師授職特會，求主賜予耿牧師智慧、能力，
協助帶領教會事工，牧養羊群。並為耿牧師家庭代禱。
4. 為梁瑞祥弟兄的遺族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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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源
長老、卓聖耘弟兄、陳潘藟姐、王曾寶蘭姐。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jio̍ k-thé ê ì-hiòng sī sí; sîn ê ì-hiòng sī oa̍ h koh pêng-an.（Lo-má 8:6）
因為肉體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閣平安。
(華語)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馬書8:6）
＊下週金句＊
羅馬書 8:31b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3/10)由謝理明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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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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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1:00

大禮拜堂

2/25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2/25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2/28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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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9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4(日)

3/5(一)

3/6(二)

3/7(三)

3/8(四)

3/9(五)

3/10(六)

經節

出 17 章

出 18 章

出 19 章

出 20 章

出 21-22 章

出 23-24 章

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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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王崇堯

苦難中盼望

約伯記42:5
以弗所3:20-21

1

6
307B
508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1

王崇堯

苦難中盼望

約伯記42:5
以弗所3:20-2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14

耿明德

從恐懼走向平安

腓立比書4:4-7

20

66、490、512

同上

＊上週講道＊
【信心造就行為】

雅各書二:14~26

耿明德牧師 2018/2/25

讀者文摘中記載了一個故事。有一位宣教士，去到一個很落後的地方傳教，因為
當地政局不穩，村民不僅生活困頓，更是經常受到迫害。有一天，一個家庭共有二十
多人來到這位宣教士門外，要求幫忙，因為他們的親人被政府拘捕，他們害怕受到牽
連，就拜託這位宣教士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宣教士聽完之後，了解這個家庭確實會受
到牽連，甚至一家 20 幾人都有可能會失去生命。但是，照宣教士慣常的做法，他想要
對他們說的卻是：「願主賜你們平安，我會為你們禱告，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
之後便想打發他們離去，這是他經常都會做的事情。然而，這次他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幾句話無論如何都說不出口。他的內心非常掙扎，因為他知道，若是他出手幫助這
些人，可能連他自己都會受到牽連。掙扎了許久，最後，他順從聖靈的感動，他去尋
求自己國家領事館的協助，私底下帶著這批共 20 幾人，使用難民的身份離開這個地
方。沒錯，我們若是有信心，就要用實際的行動來回應這個信心。信心不應該是「紙
上談兵」
，乃是要確實行動出來。這就像是雅各書 2 章 22 節所說：
「信心是與他的行為
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到成全」。
3

雅各書的作者對於所有的信徒，做了重要的提醒，就是：
「要用具體的行動來實踐 ‘
自己的信仰」
。當我們確信耶穌基督就是自己生命的救主，透過祂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贖
恩典，我們就已經與上帝有和好的關係。更藉由聖靈的感動及聖經道理的教訓，幫助
我們能明白，自己是活在世上，是活在人與上帝的面前，是活在人與人之間，不是只
有活在自我的世界當中。當我們具備了這個基本認知之後，我們就要進一步來思考，
到底要如何將如此的信仰認知，運用、實踐到社會生活的當中？
基督教的信仰是關係生命的功課，屬靈生命的成長是一種過程，雅各書在此教導
我們，遵從上帝旨意的重要性；因為上帝的話能幫助我們越來越認識祂，並且餵養我
們內在的生命。因此我們要有渴慕的心，謙卑領受上帝的話語，同時也需要用順服的
心、實際的行為來實行、來見證祂所賜互咱給我們的信仰。求上帝幫助我們，賜下能
力與勇氣給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能努力遵照祂的話，深深體會到生命與信仰
見證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從雅各書 2 章 14-26 節來學習信仰的功課：
第一：有信心應該要有行為（2：14-17）
宗教改革者加爾文認為：信仰的本質就是，用信心接受上帝所賞賜，那個帶有轉
變力量的恩典，而且，教會就要不斷使用這個恩典所轉化的力量來改變、來改革、來
回應上帝的要求和挑戰。至於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將『抽象的信仰』變為『具體的
信仰』。因為抽象的信仰是看不到的東西。舉例來說：很多人愛聽『我愛你』。但是，
到底『愛』是什麼？甚麼人能將『愛』拿出來讓人看呢？許多年前有一部電影，女主
角向男主角說：「你不要光說愛我，請你用行動表現給我看」。因為『愛』是抽象的東
西，一定要用具體的事實來表達，
『愛』的意義才會呈現出來，才不會是空洞、抽像的。
我們的信仰也是一樣，信仰雖然是抽象的事實，但我們卻要將信仰用具體的方式表達
出來，讓別人看得見這事實。雖然讀聖經、唱聖詩，禱告是信仰的表現，然而，最重
要的部分卻是：將耶穌賜給我們的信仰，藉著自己的行為、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工作、
我們與人的相處，實實在在將耶穌基督表現給人看。
德國無神論哲學家尼采說過一句話，他說的真是實在，他說：
「把你已經得救的事
實給我看，我才願意相信你們的救主」
。尼采說得沒錯，只有當基督徒成為像他自己所
說的那樣，基督信仰才能真正成為有力量的信仰。各位，尼采的話真實的回應了今天
我們所讀的經文：雅各書 2 章 14-26 節。這段經文所要強調的乃是：
『信心與行為』之
間的關係。簡單來說，「一位有信心的基督徒，也應當表現出與信心相稱的好行為」。
若是一位基督徒只是嘴裡說，已經信耶穌基督成為自己的救主，卻是都沒有照著耶穌
基督所教導的道理，去實踐『愛人』的行動；如此，那人的信心豈不是需要檢討嗎？
若是照雅各書的說法，如此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而且，如此的信心，實在是沒有
利益的信心。一個屬靈生命所表現出來的「信仰與行為」應該是一致的。是要積極認
識、謙卑領受、努力遵從上帝的話，同時需要用順服的心、實際的行為來實行、來見
證祂所賜給我們的信仰。
雅各書的作者明確指出，初代教會所發生的重大問題，就是有人『貧困受苦、赤
身露體，缺衣少食』，卻是沒有人要提出實質的幫助，反而告訴他們：「你們平平安安
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對雅各來說，這是「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同
理，當我們說自己相信上帝，對上帝有信心的時候，豈不是也要將如此的信心反應在
我們生活中的言行舉止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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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信心與行為是相輔相成（2：18-20）
在聖經的原文中，
「信心」這個字原來的意義是：
「可靠、確定、保證、證明」
，常
常被翻譯為：
『堅定的信、依靠、抓住、信靠』
。所以，
「信心」強烈表示『肯定』的意
義。至於「行為」
，其原來的意思是「作工、工作、任何的活動」
。可以解釋為：
「行動、
擁有行動力的熱情」。信心與行為若是一起理解，意思就是：「如果我們有信心，能確
實感受到自己與上帝之間確定的關係，自然就會付諸於行動、有作為、願意努力服事，
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我們若是用今日社會的語言來作比喻。當我們說，經濟景氣真的
很差，生活實在很難過的時候。我要問的是：你如何知道「景氣不好」呢？你又怎會
知道「生活很難過」呢？各位，雖然我們沒看到「景氣與你／我之間的關係」
，但是，
卻可以真真實實地體會到「經濟景氣與你／我的關係，非常實際的表現在生活當中」，
並且為了如此的體會與感受，而有所行動去回應。我想，家裡管錢的人，一定會有很
深的感受。感受到『景氣不好』
、
『生活很難過』
。因為甚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錢的
價值越來越薄，越來越不夠用。因此，作父母的，常常就要省吃儉用，減少花錢的機
會。原因無他，因為我們『相信』
、並且體會到社會經濟的不景氣、生活很難過，自然
就會用實際的行動去回應如此的景況。
有兩個人一起散步，其中一個是傳教士，另一個是製作肥皂的商人。這位製作肥
皂的商人滔滔不絕地說話，而那位傳教士卻一直在聽。商人對傳教士說：
「請告訴我，
教會有什麼好？你的講道有什麼好？聖經有什麼好？人活在世上盡是麻煩，有人偷
竊、有人相互殘殺、有人彼此忌妒、怨恨。教會至今已設立兩千多年了，講道、閱讀
聖經也兩千多年了，但是卻沒有使一切更美好。人，還是一樣，他們仍然在爭奪、偷
竊、殺害、仇恨」
。這位傳教士沒說什麼，他只是聽，過了一會兒，他們路過一個地方，
那裡有好多小朋友在泥漿中玩耍。這位傳教士就告訴製作肥皂的商人說：
「你說肥皂可
使人乾淨？我不相信。你看看這些小朋友，他們多髒啊！肥皂有什麼好？肥皂已經存
在幾千年了，可是，即使世上到處都有肥皂，這些小朋友卻還是被泥漿所弄髒」？那
位商人辯解說：「牧師呀！除非人把肥皂拿來使用，否則它發揮不了功用。」「完全正
確！」傳教士說：
「肥皂本身無法使人乾淨，除非人拿來使用才行。這個道理和耶穌的
道理是相同的，耶穌的道理難以改變人，除非人們把祂所說的道理實行出來。」
各位弟兄姐妹，雅各書的作者所要表達的就是：信心不只是相信，不只是一種知
識，信心應該是因為相信，自然而然產生回應的行動。雅各在此幫助我們明白：信心
與行為是同工的關係，是無法分離的，而且信心因為行為而得到「完全」。
第三、真實的信心與順服的行為（2：21-26）
真正的信心是確實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信心是主動的，行為是回應。亞伯拉罕
遵照上帝的旨意，將他的兒子以撒獻在壇上，來回應他對上帝的信心。亞伯拉罕對上
帝的信心與他所表現的行為是一致的，而且他的信心因為所回應的行為而得到完全。
妓女喇合接待以色列的使者，又幫助他們從別條路逃走。雖然喇合是迦南人，本來上
帝的救恩與她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但是喇合卻是與亞伯拉罕一樣，用實際的行為來回
應她對上帝的信心。所以她的信心也因為所回應的行為就得到完全。再者，雖然亞伯
拉罕與喇合的身分、地位、種族相差極大，然而，卻完全不影響到他們對上帝的信心，
他們的信心與行為「是相輔相成的」
。他們不是只有信心，也不是只有行為，他們的信
心是用行為來表現出來，而且他們的行為是有信心作為基礎。他們都是用實際的行為，
來證明了對上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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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就在他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幢廢棄
的小屋。他拖著疲憊的身子走進了屋內。這是一間不通風的小屋子，裡面堆了一些枯
乾的木材。他走到屋角坐下休息，卻意外地發現了一座抽水機。他興奮地上前汲水，
但任憑他如何抽水，卻抽不出半滴水來。他失望的坐在地上，卻看見抽水機旁，有一
個用軟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上貼了一張泛黃的紙條，紙條上寫著：你必須用
水灌入抽水機才能引水。但是請不要忘了，在你離開之前，請再將瓶子裝滿水。他小
心地拔開瓶塞，發現瓶子裡果然裝滿了水。此時他的內心開始交戰---只要我將瓶子裡
的水喝掉，就不會渴死，就有機會活著走出這間屋子。如果照著紙條上所寫的去做，
把瓶子裡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機內，萬一水一去不回，我豈不是會渴死在這個地方嗎。
---我到底要怎麼做呢，是馬上喝掉，或是冒險將水倒進去抽水機裡？此時的他面臨着
艱難的抉擇。最後，他決定把瓶子裡唯一的水，全部灌入那看起來破舊的抽水機裡，
接著以顫抖的手再次汲水，沒多久，水果然大量湧了出來。他喝飽了水之後，又把瓶
子裝滿了水，用軟木塞封好，然後在原來那張紙條後面，再加上他自己的話：
「相信我，
真的有用」。
親愛的弟兄姐妹，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說自己相信上帝。但是別人要如何才能看見
我們所相信的上帝呢？當然是透過我們的行為。我們不用時時向世人宣傳、介紹自己
是信仰耶穌基督的信徒，如此的宣傳是不能證明甚麼的，除非我們的行為能夠表現出，
我們對上帝的信心。雅各在 2 章 14-26 節當中，並沒有將信心與行為拆開，他將：
『「相
信上帝」與「用行動去遵行上帝的話」』當成是一體的、是完全的，是無法分開的。我
們當然必須要相信上帝，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用行動來配合自己所相信的，這才是真
正的信心，才是基督徒應該要學習的功課。就像誡命所說的：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太
22:37-39）」。懇求聖靈幫助我們，幫助我們不只能堅持自己的信仰，並且努力活出美
好的見證，活出真實的信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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