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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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清水教會陳崇銘牧師前來本會為建堂募款並主禮一、二堂禮拜。本會
陳祐陞牧師前往大坪頂瑪喜樂紀念教會主禮培靈及聖餐禮拜。
2. 恭喜本會會友林天財弟兄的長女林于靖小姐將於 9 月 20 日(二)下午 2 時在本
會與李彥良先生舉行結婚感恩禮拜，請兄弟姐妹共同參與。
3. 2016 年「門徒訓練班課程」
，時間：9 月 2 日~10 月 14 日每週五 19:00~20:50，
共 6 堂課。9 月 9 日起由鄧開福牧師（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
現任台南神學院新舊約神學副教授）主講「在應許之地的道路上」
，請兄姐踴
躍參加。
4. 會友林玉山弟兄的父親(林南弟兄)住南投千恩安養中心，19 日下午本會陳牧師等
7 人將前往南投為他施洗。
5. 恭喜會友魏顯州夫婦於本月 11 日喜獲一孫兒（魏廉鴻、顧興怡夫婦之子），
求主賜福。
6. 下禮拜日(25 日)下午 4 時，在 2 樓長執會議室召開本會柳原及後壠子財團法
人董事會，請全體董事出席。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禮拜委員會（主委：劉美緻長老）
本會訂於 10 月 23 日舉行野外禮拜，地點：三育聖經書院，費用：200 元/人（含
車資、午餐、保險）
，報名、繳費請洽辦公室曾青美幹事，10 月 16 日截止。
二、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9/18)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9/18

盧金梅

張榮璋/張以諾

余燕儒

盧金梅

劉雅玲

洪泰陽

9/25

高雅智

卓啓煌/張以諾

許明暉

盧金梅

劉雅玲

洪泰陽

三、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本日(9/18)舉行例會，內容：
「如何自我檢視身體狀況」
，主講：賴麗月姐妹
（檢驗師）。會後請委員留步開會。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靈修旅遊，日期：10/20(四)~10/21(五)，額滿即截止。
行程：10/20 立康草藥博物館→大樹文化園區→夜宿高雄喜悅酒店。
10/21 搭小巴前往霧台→魯凱部落、伊拉部落→山地門。費用：3100 元。
四、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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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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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至 10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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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誠徵：1.有唱歌恩賜的妳。
2.願意每週多半點鐘給主上帝的妳。
3.歡喜用歌聲服事上帝的妳。
符合條件的妳，請在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後到 2 樓練唱室來練歌。
六、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上週例會結束後，舉行松年團契 2017 年會長、副會長及 7 名委員的選舉。
選出名單如下：
會長：林政義長老，副會長：徐澄榮執事，委員：(1)鄭純珠執事(2)許瑞源
長老(3)邱一雄長老(4)詹淑靜長老(5)張連香長老(6)潘哲雄長老(7)林靜萍姐
妹，感謝同工為這次的選舉關心代禱。
2. 下主日(9/25)松年事工奉獻主日請委員們提早於早上 8 點 30 分到教會，準
備各項事宜。
3.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度會員秋季靈修旅遊活動，請會友踴躍參加。
(1)時間 2016 年 11 月 15 日(二)~16 日(三)
(2)南臺灣知性二日遊
第一天：11 月 15 日(二)06:30 參加人員在各教會集合出發--08:45 古坑服務
區會合--萬金聖母聖殿(萬金教堂)-- 美味午餐--自然的原貌霧台---雲端上的
魯凱族原鄉部落秘境.---八八風災英雄紀念碑---台灣最高橋墩~谷川大橋，岩
板巷藝術(芒果團隊解說)---美味晚餐---墾丁大街---夜宿墾丁假期飯店。
第二天：11 月 16 日(三)07:00 晨喚，飯店享用早餐----08:00 靈修---墾丁森林
遊樂區----墾丁假期飯店午餐---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美味晚餐---溫暖的
家(Sweat home)
(3)費用：含車資、門票、膳宿(二人房)保險等，不分年齡每人 3,000 元。
(4)報名：即日起受理報名，報名請向團契徐澄榮執事報名。
(5)報名截止日期至 10 月 17 日逾期不受理。
(6)乘車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七、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新學期開始了，即日起開始招生，上課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長執
會議室。請有興趣的兄姐向團長謝理明長老報名。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舉行故宮嘉義南部院區一日遊，日期：9 月 22 日(四)，
費用：1000 元(含午、晚餐)，名額：42 名，請於 9 月 19 日前向邱一雄長老
報名。
2. 忠孝路教會訂 10 月 2 日(日)15:00 舉行廖述哲傳道、莊惠峯傳道封立牧師暨
就任宣教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總會教育委員會舉辦「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教材–2017 年課程研習會」
，時
間：10 月 29 日(六) 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300 元，請向
蕭仁維傳道報名。
4. 新平教會訂 9 月 18 日(日)15:00 舉行周主雄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2 日~10 月 14 日門徒訓練班，期盼有更多人受造就。
2. 為松年大學新學年有更多學生參與。（9 月 6 日開學）
3. 為後壠子地段租約能順利在 9 月 30 日與勤美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完成。
4. 為蔡邱雪霓姐妹的遺族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蔡串煉兄、陳維順
兄、歐王雪雲姐、謝敏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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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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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7)
食菜蔬，大家相疼，贏過食肥的牛仔，大家相怨恨。（箴言十五:17）
(華語) 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十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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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四

10: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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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3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9/24)早上 08:10 禱告會由何中亨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以撒華滋」，司琴：陳慧錦執事。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18(日)

9/19(一)

9/20(二)

9/21(三)

9/22(四)

9/23(五)

9/24(六)

經節

結 25-27 章

結 28-30 章

結 31-33 章

結 34-36 章

結 37-39 章

結 40-42 章

結 43-45 章

＊下週金句＊
箴言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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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十五:22~26
士六:22~24

5

462
261
511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25

陳祐陞

求主教示咱
禱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25

胡翠峯

希西家王的
見證

約九1~12、
24~25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9/28

陳正雄

上主的力量

歷代志下廿
六:1~5，16~21

17

39、341、
5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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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一杯涼水】
馬太福音廿五:31~46
陳祐陞牧師 2016/9/11
2011 年八月台灣三福中心派我到緬甸東枝恩典堂華人教會開辦一期三福隊長
訓練，東枝是緬甸第四大城，其中有一天下午我們去參觀東尼學生中心，當時有
三十幾位學生，由一對傳道師夫婦照顧，學生中心裡面在二樓有佈道所，那天傍
晚學生表演唱歌、跳舞歡迎我們，他們穿著唯一一件漂亮衣服，表演後就收起來，
當時是雨季，地上滿是泥巴，晚上吃飯只殺了一隻雞，餐廳上方點了四個五燭光
的小灯泡，是非常窮困的一所學生中心，全年伙食費由嘉義浸信會會友奉獻，一
年 5000 元可幫助一個學生的伙食。我當時在想，如果有一天有機會，我也能來幫
助他們。
2014 年三月我來到柳原教會，去年舉辦第一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在去年十
一月小會中我向小會提案支持緬甸海外事工，台灣長老教會是在 150 年前由英國
宣教師來台宣教，柳原教會設教 117 年來一直沒有踏出台灣回饋弱小國家，如今
我們教會有能力，應該學習先前宣教師精神，將福音傳到弱小窮困國家，對外宣
教，會中獲得小會同意，所以在今年五月 7~14 日，教會牧師及余、廖長老三人，
與嘉義浸信會一起到緬旬東枝醫療短宣投石問路，由於嘉義浸信會對東尼學生中
心的協助至今年底截止，我希望柳原教會能繼續此一事工。
讓我們先來看一段 6 分鐘的影片，牧師再來簡介這間學生中心。在今日週報
中夾一張緬甸東枝東尼學生中心簡介，這間學生中心在 1992 成立以來 1.已栽培 6
位這中心學生去讀神學院，其中四人已當傳道。2.在 1998 年學校被政府勒令停辦。
3.今年年初發生小女孩險被歹徒綁走事件。
今天咱欲對馬太廿五:31~46 來看一個主題「一杯涼水」
，副題是「行伊在我至
微細兄弟一個的身上」，耶穌在此講一個比喻是當主耶穌再來審判世間時的標準，
這個標準不是照咱今生所擁有的地位與知識，也不是看你在世間的財富與權勢，
乃是依照咱是不是有將上帝互你的，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來決定。在此說當審
判的時主要將人分為兩類，分別用綿羊與山羊來象徵，綿羊型的人即是歡喜與人
分享他們所有的，即是願意幫助有欠缺、喪鄉的人；山羊型的人他們不愛與人分
享他們所有的，也不肯幫助欠缺的人。當審判時主欲對這些綿羊型的人說：
「恁對
我的父得到典恩的，進前來承接國，就是對創造世間以來給恁備辦的，因為我枵
恁曾互我吃；我嘴乾恁曾互我飲；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褪腹裼（thǹg-pak-theh）恁
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顧我；我佇監裡你來找我。」彼時義人欲應講：
「主啊！阮什
麼時看見你枵來互你吃，嘴乾來互你飲？什麼時看見你出外互你住，褪腹裼來互
你穿？什麼時看見你生病或是在監裡來找你，王欲應伊講：
「我實在給恁講，恁既
然行伊佇我兄弟至微小的一個，就是行伊佇我。」
通過今天的經文，我欲提醒咱幾項代誌：
一、咱要用有行動的愛去關心有欠缺的人。
雅各書二:15~16「若是兄弟或是姐妹沒通穿、沒通食，恁中間有人對他們講：
通平平安安去，願恁穿燒、吃飽，卻無互他們身體所欠用的，這有什麼利益啊」，
約翰閣進一步說「細子啊！咱的相愛，不通用舌，是著用行用誠實。」意思就是
相愛不是只有用嘴說還要有行動。德瑞莎修女曾說過她本身的經驗，她說有一年
在印度孟買有舉行一場有關飢餓問題的研討大會，她受邀請參加卻因迷路遲到，
當她到會場門前發現一個垂死的人躺在門口，而此時會場中正在那裡大聲討論有
關食物與飢餓的問題，她將那人帶回修會，不久那人就死了，他死於飢餓，而在
大會中人正在高談闊論，如何在 15 年內生產足夠的糧食，足夠的…如何解決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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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那位飢餓的人卻在許多高談闊論中來死去，實在是很諷刺的事。事實上，咱
需要討論但更需要的是做，用行動來表達出咱的愛與關心。不是只用言語和舌頭。
二、要先從能做得到的事去愛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在這比喻中耶穌並無要求咱去做一個大慈善家，而是在咱日常生活中付出愛
心小小的行動，互飢餓的人一頓飯，互口乾的人”一杯涼水”，好款待過路的客人，
安慰鼓勵生病者，探望在監獄人，用這些來說明一個真理，就是主為咱所定愛心
的標準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上帝沒要求咱捐幾十萬去幫助人，只要求
咱每天從我們遇見的人當中給他們一點小小的幫助，一句鼓勵安慰的話，這是咱
都做的到的。
三、要把握（抓住）身邊機會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耶穌曾說過拉撒路與財主的比喻，在這比喻中這位財主若按照世人的眼光來
看是一位成功的人，有金錢有地位；而這位乞丐拉撒路是世人所認定失敗者，又
窮又生病做乞丐。可是在死後境遇卻是完全不一樣，失敗的拉撒路上天堂，成功
的財主卻是下地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乞丐拉撒路在貧窮又生病的日子，他不
偷、不搶、不怨天尤人的信靠上帝，所以他上天堂；反觀這位財主並沒犯什麼罪，
不是做了什麼，是沒做什麼，沒有疼心去幫助人。有一句話說「幫助人的大機會
千載難逢，幫助人的小機會卻是每天在我們身邊，希望咱能把握機會去關心、去
疼有需要的人。
四、用謙卑與體諒的心去關心所需要的人。
最後我用兩處舊約聖經上帝的教示來看今天的主題：
一、這是上帝的命令，不是你自己的選擇。不是你自己說我用有餘，所以我
會曉去幫助人。不是，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是看顧那些卑微、軟弱、欠缺的人的
上帝，在利未記十九章，以色列百姓尚未進入迦南的代先，上帝就清楚指示他們
說，
「恁收割田的五穀，田的角頭呣通割到盡，磕落的也呣通拾。葡萄園果子呣通
挽了了，也呣通拾葡萄所落的果子；著留互喪鄉人及出外的。我是耶和華–恁的
上帝。」在舊約的時就命令以色列的百姓，因為上帝看顧那些需要的人，欠缺的
人，喪鄉的人及寄腳的出外人。上帝也要他的百姓會曉替上帝去照顧這些需要的
人。
二、列王紀上卷十七章有記載一個故事，就是在一次大飢荒中西頓的撒勒法
的所在有一個寡婦，她已窮到沒物可吃，與他的子快要餓死了，這款的情形上帝
知道，就差先知以利亞去到佇他的家庭，上帝差這個先知以利亞也無得吃，欲去
互這個寡婦養飼，上帝的目的是欲藉此來幫助這個寡婦。當以利亞到的時候，這
寡婦只有剩下一把仔麵粉在桶內，一點油在瓶裡，這寡婦出去拾柴，想說這些吃
完就在遐等死，總是上帝命令他代先用這把麵粉及油做一塊餅互以利亞先知來
吃，然後才做你自己要吃的，結果藉著這個行奇妙的事，桶內的麵粉無減少，瓶
裡的油也用不完，直到飢的日子過去。上帝看顧需要的人，也施恩互那些會曉關
心幫助別人的人，這就是上帝互咱的一個應允。愛是上帝命令，在箴言裡面有九
處說起上帝要咱去照顧那些喪鄉、需要的人，那些願意幫助賑濟喪鄉人的人一定
不會欠缺，總是又那些假無看見別人需要的人，要受上帝的咒詛。
今早上咱藉著耶穌所說的比喻，牧師欲提醒咱四項事：
一、咱要用有行動的愛去關心有欠缺的人（不只是口舌上）。
二、咱要從做得到的事去關心、去疼有需要的人。
三、咱要能把握身邊的機會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四、要用謙卑、同理心（體會）的態度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當咱真正去實踐這個道理時，主必須欲對咱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這些
事你們既然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願上帝幫助咱
在柳原教會設教進入 120 週年的時，大家能夠把我們手中有擁有的，上帝給我們
的，即使僅是一杯涼水也能使口渴的人得到幫助，願上帝賜福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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