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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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9/23)是總會所訂「松年事工紀念主日」
，第一堂禮拜由松年團契幹部服事，
請咱關心松年事工並為他們代禱。
2. ★今日一、二堂禮拜中，多謝八角塔合唱團用詩歌帶領咱敬拜上帝，願主紀念。
3. ★本禮拜五(9/28)19:10~21:00「門徒訓練裝備課程–四福音書研讀&保羅這個人」
由南神鄧開福牧師主講「馬可福音：上帝受苦兒子的故事」，請兄姐踴躍參加。
4. ★峰谷教會將於 10 月 21 日 15:00 舉行蕭仁維&胡翠峯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禮
拜，教會備有一台遊覽車，開放兄姐至辦公室登記搭乘（聖歌隊、敬拜團優先，
額滿為止）。
5. ★本會訂 10 月 28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9~2022 年執事四名，請各委員
會、團契推薦適當人選，並於九月 30 日前提交小會。
6. ★10~12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已經寄達，請有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7.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擬開始啓用新聖詩（有 120 週年紀念燙金）
，請儘速至辦
公室登記並繳費（硬皮$290/本，軟皮金邊$350/本，每戶補助$200）
，9 月底截止。
預定於十二月 9 日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設教 120 週年預定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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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成人主日學於 1 樓松年會館室上課，內容：詩篇 1 篇 1~6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9 月 9 日松年團契召開年會，會中選出 2019 年度幹部如下：
會長：徐澄榮，副會長：林靜萍。書記：林政義。
委員：卓榮造、林政義、邱一雄、潘哲雄、鄭純珠、詹淑靜、陳重輝。
2. 訂 9 月 30 日於禮拜中獻詩，9/23、9/30 早上 08:00 在松年會館練唱，請契友踴
躍出席。
三、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 1~2 名，值班時間：週六上午 9 點~12 點、 週六中午 12 點~2 點，
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報名。
四、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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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之申請。
1.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 70 分以上，高中職學業成積在 75 以上(五
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各科系等比照
大專院校)
2.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80 分或甲等以上。
3.申請時間：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14 日止。
五、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本日(9/23)Source cafe【源咖啡】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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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創世記》–「起家．啟家」，時間：2019 年 1 月 28 日
(一)12:30~2 月 2 日(日)13:00，地點：謝緯紀念營地，費用：3500 元/人。報名
網址 http://highedu.pct.org.tw/，報名時間：10 月 1 日中午 12:00 起至 10 月 12
日中午 12:00。
2. 台中大專事工部訂 9 月 28 日(五)18:30~21:30 於本會舉行「PSF 聯合團契迎新茶
會」，請大專新生踴躍參加。
3. 由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辦的「創意禮拜與聖樂牧養」研習會，時間：10 月 27
日(六)09:00~15: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費用：200 元/人（10/20 前
100 元/人），詳洽 http://www.tgst.edu.tw/p/404-1001-3072.php 或電 (02)28822370#232 穆姐妹。
4. 台中中會舉辦形象 LOGO 設計甄選活動，參加條件：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
中會所屬各教會會籍者的學生、社會人士均可。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截止，詳洽
http://www.pcttcp.org.tw。
5. 教會禮拜與音樂委員會舉辦聖詩研習會，時間：10 月 20 日(六)09:00~12:20。地
點：蘭大衛紀念教會。
6. 台中向榮教會訂 9 月 30 日(日)15:00 舉行鄭凱佳、賴聖玟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
教育牧師授職典禮暨獻堂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度門徒訓練會 9 月 28 日晚上 7:10~9:00 講師–鄧開福牧師代禱，期盼有
較多兄姐來參加。
2.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黃新鋌(Dennis)。
＊本週金句＊
(台語) lín sī tùi sìn hō͘ Siōng-tè ê koân-lêng pó-hō͘, kàu tit-tio̍ h chín-kiù, sī
piān-piān tī boa̍ t-kî beh hián-bêng ê. (Pí-tek chiân 1:5)
(台語)恁是對信互上帝的權能保護，到得著拯救，是便便佇末期欲顯明的。
（彼得前 1:5）
(華語)你們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彼得前 1:5）
＊下週金句＊
彼得前 1:2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9/29)由何中亨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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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9/23(日)

9/24(一)
9/25(二)
9/26(三)
9/27(四)
9/28(五)
9/29(六)
林前 8-9 章 林前 10 章 林前 11 章 林前 12 章 林前 13 章 林前 14 章 林前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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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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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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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鈺、施碧珍

10 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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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上帝
十條誡

9/30

林立健

良善的忠僕

馬太25:14~30

27

69
343
508

9/30

林立健

良善的忠僕

馬太25:14~30

-

-

同上

10/3

陳正雄

靈性的鍛鍊

路加18:18~23
提摩太前4:6~9

24

369、399、512

同上

＊上週講道＊
【置之死地而後生】

約十二:23~26

耿明德牧師 2018/9/16

美國教育家巴默爾在他的著作《讓生命發聲》第六章中，用大自然的四個季節，
來比喻人類生命各樣的處境，並且帶出深刻意義。巴默爾邀請我們注意聽自己內在的
聲音，並且隨著它的引導，讓生命更有意義與貢獻。巴默爾談到秋天，他說：一般人
想到秋天，腦海裡自然就會浮現一片枯乾，落葉紛飛的景象，這是一個很美的季節，
但大自然也透露著蕭條的氣息。如此的景像相信人人都會知道、能體會。不過，巴默
爾提醒大家，其實秋天真正的意義，應該要從種子去尋找，他認為，秋天的枯乾只是
表面的現象，大自然在秋天真正在做的，其實是散播種子；樹木們紛紛捨去自己的果
實，任其掉落，如此的失去，反而讓最重要的事，就是播種到土裡，有了發生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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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秋天也是如此，我們可能會有所失去，但是如此的失去，卻能幫助我們去
正視、去反省，生命當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弟兄姐妹，有日出就有日落，有白天就
有夜晚，月有圓就有缺，生命有生就有死，有貧窮也有富足，有青春也會衰老，有興
旺就會有衰微，宇宙運行如此，大自然的秩序是這樣，人類歷史是如此，個人的生命
歷程更是不會改變。這是世間的定律，上帝掌權之下的世界。但是，雖然大家都能明
白這樣的道理，卻是很難去學習、去接受如此的功課，為什麼？因為世人總是想盡辦
法要去掌握、去擁有、去得到。不過，就算是人絞盡腦汁、窮盡智慧，卻是不斷在失
去，失去了我們的青春，失去了人生的歲月，失去了自己的親人，失去了身體的健康，
失去了所擁有的權勢，我們所鍾愛所想要留住的東西，卻常常無法順著自己的意思。
其實世人都知道，失去是必然的，但卻不願意面對這樣的事實，雖然耗費心思精
力，用盡一切的方法手段，依然留不住自己所想要保住的一切。學習面對失去，是人
生重要的功課，猶太的古諺如此說：
「如果我們在許多的婚禮中跳舞，也將在更多的喪
禮中哭泣」
。各位，這就是人生，我們曾在喪禮中流淚，也會在婚禮中歡喜，這就是生
命。有一位牧師，受邀請前往一間教會培靈講道，當他講道講到一半的時候，有人傳
了一張紙條給他，這位牧師想說，講道還沒講完，就將紙條放在一邊，等禮拜完後，
他才看了紙條上的留言，上面寫著他的牧師娘已經送往醫院急救，教會的會友緊急通
知。這位牧師連忙趕往醫院，沒想到，牧師娘已經過世。牧師很傷心，向上帝抱怨，
為什麼連牧師娘最後一面都無法見到。喪禮辦完之後，牧師整理牧師娘的遺物，發現
牧師娘的聖經裡夾著一張紙籤，紙上寫著：
「活一天，作一天」
，
「作一天，樂一天」
，
「預
備好，移民到那一邊」。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一邊」就是指與上帝同住的地方。那位
牧師看完之後，淚流滿面，在上帝面前認罪悔改。
各位，我們千萬不要怕失去，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耶穌就是在教導大家，要如
何學習失去的功課。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一粒麥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麥粒」
。耶穌在此教導我們，一個願意接受失去的人，才
能擁有，知道將種籽撒出去的人，才能期待豐收，我們若是永遠緊握雙手，最後將會
一無所有，這，就是人生的功課。一個基督徒必須要學習，如何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
託給主我們的上帝，讓他來掌管我們的生命。也就是說，在上帝國的人，必須要放下
自己的生命，唯有如此，才能得到與上帝相連的新生命。我們千萬不要一邊問上帝的
旨意是什麼，同時也問自己，我是否願意順服上帝的旨意嗎？那常會造成因小失大的
後果。因為我們捨不得放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所以也很困難從上帝那得到祂所要賜
給我們一切的恩惠。這就像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他的手卡在古董花瓶裡，家裡的人
試過各種的方法，就是無法將他的手拿出來，最後，為了保住孩子的手，只好將古董
花瓶敲破，此時家人才發現孩子的手緊緊握著，他將手放開之後，原來他的手握著十
塊錢。為了這個十塊錢，竟然賠上了這只很有價值的古董花瓶。
大家可能會想，這簡單的故事，目的不就是要我們放開就好了，問題就解決了。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個比喻也充分展現了人的本性。為什麼呢？因為世人經常
會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評估甚麼才是重要的。對孩子來說，十塊錢很重要，花瓶根本不
算甚麼。對父母來說，孩子的手最重要，花瓶雖然珍貴，但是卻比不上孩子的手。對
於世俗來說，許多人為了想要一個古董花瓶，寧可犧牲生命去拿到，不管是犧牲誰的
生命。因此，相較之下，耶穌的教導聽起來就會讓人感覺很矛盾。耶穌教導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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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相信這節聖經對許多讀的人來說，實在是非常的矛盾，一點都不符合人性的邏輯。因
為世人總是希望自己的生命很有邏輯。但是，生命並不是那麼簡單，生命也不是這麼
輕易就能把握的住、能衡量得失的。因為我們對生命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與想法，事
件的發生若是與自己所想所預期的不同，我們就會感覺很困擾，感覺那是一種矛盾。
沒錯，愛惜的怎會失去呢？怨恨生命又如何能得著生命呢？這完全不符合人的計
算方式，甚至與現實的利益觀念完全顛倒，因此世人常常難以接受這樣的教導。各位，
耶穌知道世人很難明白這樣的道理，所以祂用麥子作比喻，「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種田的人去撒種，表面上好像是
丟掉，實際上並不是，撒種是為了收成，撒出去的種子並沒有失去，反而是為了要得
到更多。耶穌提醒我們，種籽是如此，人的生命其實也是這樣，若沒有經歷『失去』
的過程，就不可能得到更豐盛的生命。
2011 年 06 月，台東馬偕醫院的院訊登了一篇文章，主角是一個 9 歲的孩子「黃
加恩」。2011 年 2 月 6 日中午，當他聚完會後與哥哥騎腳踏車想要去姑姑家玩，途中
被一輛違規超速的轎車撞上，家人送他去關山慈濟醫院，又轉院到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診斷的結果：頭部外傷併硬腦膜下出血及腦出血、右側氣胸、中樞性尿崩症等症狀，
緊急入開刀房施行手術治療。雖然經過醫療團隊，努力急救，但是因為車禍撞的太嚴
重，恩恩的昏迷指數只剩 3 分。病房外的親友們、會友們，大家皆同心合意、竭力地
為他禱告，祈求全能的上帝能顯出神蹟奇事在恩恩的身上。但是，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恩恩依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昏迷指數依然未見好轉。直到 2 月 10 日 23 時 30 分醫師
完成第二次腦死判定，確定死亡。大家真的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但是，上帝透過恩恩
及他的全家，做了極大的見證，結出許多的果子。就像提摩太前書 6 章 11~12 節所說：
「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你
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
美好的見證」
。恩恩的爸媽不但沒有告對方，還原諒他們、安慰他們，甚至還向他們傳
福音。而且，照著恩恩的願望，將能捐的器官全部都捐給需要的人。這是一個很不容
易的決定，為人父母者，將所疼愛的骨肉，「割捨給正在等待、需要的人」；甚至，
黃爸爸黃媽媽還為了恩恩的捐贈獻上感恩，用堅定的信心見證說：
「因為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 3：16）」。當
恩恩在開刀房接受「器官組織摘除」之時，在開刀房外面等候的爸媽與親友們，也簽
了健保卡加註器官捐贈同意書。因為恩恩小小豐盛的生命，激發起許多人向他學習，
願意捨己。因為恩恩，那些接受器官捐贈的人們，生命也重新得到光彩。
弟兄姐妹，這就是耶穌所教導我們的：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那麼，你要如何發揮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呢？要如何
尋找永恒生命的方法呢？耶穌教導我們得到生命的方法，就是要學習『失去』的功課，
要有治死的決心，不肯失去，就得不到新的生命。不過，大家不要誤會了，耶穌在此
所說的死，當然不是指肉體的死，也不是說肉體不重要。耶穌所說：恨惡自己生命的，
並不是教我們不要愛惜自己肉體的生命，也不是教我們輕視今世生命的價值。耶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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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將這世界緊捉住不放，不要被物質所綑綁，也不要只是
為了滿足肉體的生命來忙碌，我們的生命比這些更重要。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侷限在
「追逐肉體感官和情慾之樂」的事情上面，不要讓我們的一生落在：屬世的名聲、財
富、權勢、名利的旋渦裡。生命不應該只是如此，生命有更高的價值與意義，我們不
應該讓這屬世的一切，來限制生命追求真正價值的自由。
「一粒麥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麥粒」。
各位，耶穌基督已經提供你一條追求真正價值和意義的道路，他已經為你被審判，
你知道嗎？祂為了你受刑罰，你了解嗎？耶穌基督為救贖你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留下
祂的寶血，死，下陰間，在你的內心，你是否深深感受到了呢？親愛的弟兄姐妹，這
粒麥子落在土裡，死啦。主耶穌基督為了祂所愛的人們，獻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第
三日，上帝讓祂復活，現在坐在上帝的右邊。祂要再來審判活人與死人。
「愛惜自己生
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2012 年 8 月 21 日，樞機主教單國璽病逝天主教耕莘醫院，享壽 90 歲。病逝前的
七月卅一日，他用「掏空自己、返老還童、登峰聖山」為題，寫下病中感言。單國璽
主教將他的一生奉獻給主，雖然他作到「樞機主教」
，但是，他總是感覺自己與主耶穌
基督有距離，他想要與主有親密的接觸，他很努力，也感覺主離他並不遠，不過，就
是差那幾步，他實在無法了解。直到他生病的時候，發生了三次出糗的經驗，讓他原
本與那一絲不掛，掛在十字架上垂死的耶穌，有一段距離的問題徹底解決了！
第一次出醜是六月底，因肺部積水住進高雄市聖功醫院，醫生讓他吃一種強烈利
尿劑，以便將肺部積水排出，他毫不知情，正在舉行聖祭時藥性發作。開始他強忍，
讀經後褲子已尿溼一半，不得不去洗手間，地板上也撒滿尿水。這是他五十七年來，
舉行彌撒時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糗事，他說：「這使我的尊嚴和顏面盡失，在修女和醫
護人員面前，真感到無地自容。這是天主治療我虛榮心的開始」。
第二次是由高雄轉到台北耕莘醫院後發生。「因為兩天沒有大便，吃一些瀉藥，
半夜藥性發作，便叫醒熟睡的男看護攙扶去入廁。剛進入化粧室，還未到馬桶前，糞
便不自禁地撒在地板上。」當時男看護不小心踏上一堆糞便，滿腹不高興，一邊用水
「他將我弄髒的睡衣脫下，讓我赤裸裸地坐在馬桶上，
沖洗，一邊抱怨。單國璽主教說：
用水沖洗我兩腿上的糞便，同時如同大人訓斥小孩子一樣，教訓我這個九旬老翁：
『離
馬桶兩三步，你都忍不住！還給我添這麼多麻煩！」單國璽寫道：
「這時我感覺自己好
似剛滿週歲的小孩子，無言以對。他的每句話猶如利刃，將我九十年養成的自尊、維
護的榮譽、頭銜、地位、權威、尊嚴等一層層地剝掉了」。「感謝天主利用那位男看護
不但治癒了我心靈的宿疾，使我煥然一新，恢復了兒童的純樸、天真、謙卑…，也治
療了從小養成的羞怯，絕對不要人看到自己赤身一絲不掛。自從那夜被脫去睡衣沖洗
糞便以來，這種羞怯已完全消失。」
第三次是兩星期前，他剛住進耶穌會頤福園內。因為腳水腫，早飯後，在不知情
下，醫護人員給他吃一種強烈排尿劑，但那一天上午他必須去耕莘醫院接受放射性治
療。一個排尿器具都沒有準備。途中藥性發作，強忍了十分鐘，終於不能再忍下去，
便尿溼了半條褲子和輪椅坐墊。到了醫院後要排隊入廁時，又有尿液排出，褲子更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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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上了腫瘤科放射台，醫護和技術人員看得很清楚…」。「這時的我，連最後一點
尊嚴也喪失了」。單國璽主教感嘆說：「其實，九旬病翁的我，一生所累積的榮譽、地
位、敬愛…等，對於牧靈、福傳、拯救人靈、愈顯主榮，雖然有了不少助益，但有時，
至少在下意識裡，讓我自滿，洋洋得意，有時甚至成了我追求的目標」
。但是，這些「愈
顯主榮」的墊腳石，到頭來卻成了他親近「掏空自己、一絲不掛懸在十字架之耶穌」
的「絆腳石」。
弟兄姐妹，你若不能從這個世界放手，就會像一粒握在手中不願意放手的種籽一
樣，永遠無法結實累累。當你不再害怕失去的時候，就會有真正的自由與安全感，當
你將緊緊抓住世界的手放掉的時候，生命的種籽才會有機會落入土裡，你才能捉住上
帝的手，因而結實累累，得到永遠的生命。因為，耶穌在 26 節所說的話，成為我們確
切的應許：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
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願上帝的話時時放在你的內心，行動在你每一天的日子，
見證在你周圍的人面前，願聖靈幫助大家，努力成為一粒落在土裡的種仔，發芽成長
又結實累累。

＊聖詩探源＊

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71 首 我心讚美至高上帝
作曲／古斯 John Goss(1800-1880)
作詞／賴特 Henry Francis Lyte(1847-1973)
作曲者古斯先生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中比較出色的英國教會音樂家，父親是一位管
風琴師，所以古斯很自然的從父親身上得到不少音樂的薰陶。1838 年，他受邀成為聖
保羅大教堂的管風琴師，一直到 1872 年才退休，這期間，他亦擔任”皇家藝術音樂”
刊物的長期顧問，這是他發揮了 47 年才華的証明，Arthur Sullivan 是他的學生之一，
他說：『我個人非常崇拜他，除了他的才識令人欽仰之外，其為人的謙卑與寬大，更
是使我們佩服。』
古斯的作品很多，但最著名的不外是他所寫的讚美詩，Fellowes 曾頌讚他所寫的
曲子”恰到好處”，據說古斯每在寫一首曲子之前，必做一番禱告，所以篇篇都是他發
自內心的祈禱文。
作詞者賴特牧師生於蘇格蘭，在布立克教會當了 25 年的牧師，因繁重的教牧工
作，以及潮濕的海洋氣候，使他的身體無法支持，乃決定遵醫囑易地休養。在他要動
身的前一日，正是主日，他領了禮拜講道之後，傍晚時到海邊去散步，那時他感到死
亡的臨近，也感到耶穌是無助者的唯一幫助。回來後，便把浮在腦海裡的思想交織起
來，成功地做了這首優美的詩歌。
第二天，賴特牧師便啟程往歐洲南部去休養，未達目的地，便在尼斯與世長辭了。
他雖然去世，但這首詩的寓意和教訓卻萬古常新，從泰然無懼的情調中，不知有多少
人因唱這首歌，得了安慰、鼓勵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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