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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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訂十一月 26 日感恩節主日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成人、小兒）、堅信禮及
外教派會籍轉入本會信仰告白，有意願者請至幹事辦公室填寫申請表，並於十一
月 25 日(六)2:00~5:00 下午接受信仰造就課程。
2. 明年度(2018 年)各事工委員會組織如下：
代議長老：洪添裕，小會書記：卓啓煌，長執會書記：卓聖育
禮拜委員會：卓孟佑(正)、廖寶蓮(副)
禮典組：陳慧錦，聖樂組：呂慧玲，接待組：劉雅玲
宣道委員會：余燕儒(正)、從缺(副)
傳道靈修組：張玉旻，探訪組：高雅智，教社組：張麗真
教育委員會：許明暉(正)、謝理明(副)
培育組：顏姿叡，圖書館組：林玉山，歷史資料組：程玉珍
服務委員會：劉美緻(正)、楊凱成(副)
交通保安組：何啓光，招待組：劉惠芳，關懷組：葉美玲
總務委員會：王文良(正)、何中亨(副)
財務管理組：呂明玲，電器設備組：賴信旭，修繕組：蔡宗良
3. 下週主日(11/19)舉行事工研討會，請各團契、事工組於 11 月 15 日(三)前繳交 2018
年事工計劃&預算至幹事處，以利製作研討會手冊。
4. 台中中會中委會訂今日下午 2:30，佇二樓長執會議室召開「有關購地捐於台中市
政府與容積移轉流程說明會」，請本會小會員全體出席。
5.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1/18(六)上午 09:00 起舉行十字園義工園丁日，敬邀教會兄姊、
家屬、董事委員同工撥空參加；敬備午餐、飲料、提醒著長袖衣服及遮陽帽。
6.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1/18(六)中午 13:00 召開第 11 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地點：
十字園埔里園區，敬請管委會委員同工及董事會董事長及董事同工代表、牧師顧
問撥空參加。
7. 台中市十字園於 11 月 25 日(六)上午 09:30 召開第 11 屆第三次董事會，地點：
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敬邀牧師顧問及管理委員會主委、董事同工撥空參加。
8. 社教組&松年團契於今日第一堂禮拜後，上午 10 點 40 分佇松年教室舉行專題講座–
「環境與災害：我家在環境的災害高風險區嗎？」
。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吳杰穎教授蒞
臨演講，帶領兄姐了解自己住所的安全。吳教授為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都市及區域研究
博士，台灣災害管理學會秘書長，台北市、基隆市、新北市、新竹、桃園等市政府都
市設計、規劃審議諮詢委員。會中將介紹相關查詢系統，歡迎兄姐攜帶 3C 載具參加。
9. 以便以謝教會為買房地～籌購堂基金，本主日(11/12)來本會販賣甜柿：6 粒裝–
每粒約 10 兩重/650 元，8 粒裝–每粒約 8 兩重/550 元，10 粒裝–每粒約 6 兩重/450
元。段木香菇：大朵菇 1 台斤/1,800 元，中朵菇 1 台斤/1,600 元，小朵菇 1 台斤/1,400
元。鈕扣菇 1 台斤/1,200 元。還有紅香冬茶 1 台斤 2,000 元，四兩裝四盒。請兄姐
踴躍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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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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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1 月 12 日婦女團契&頌聲合唱團-舉辦秋季旅遊，地點：中興新村。請報名參加
者於第一堂禮拜結束後，在一樓停車場集合。
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105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12 月 10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賴承昊、陳楚云等 2 人。
大專院校：江榆婷、張洸郡、張碩恩、賴芝亦、蘇凱琳、喬禹傑等 6 人。
四、少年團契
少年團契於 10 月 29 日聚會中選出 2018 年度新任會長：楊君贊，副會長：蘇洛，
願上帝看顧，引領其服事。
五、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11 月 12 日松年團契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 張連香長老主理。11 月份壽星
如下：王啓明兄、尤芳美姐、許湯秀姐、簡黃瑞雲姐等。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
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詩篇 92：14），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2.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
(1)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
(3)敬老：80 歲至 89 歲、90 歲至 99 歲及 100 歲以上三組。
(4)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55 年、60 年、65 年、70 年等以上夫妻必須健在者 。
(5)以上敬老與慶婚對象以教會團契會員為限。
(6)費用：每名 400 元，現任及退休傳教師本人免費，應於報名表註明。
(7)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 月 13 日(一)截止預期不予受理。
(8)請向徐澄榮【執事、副會長】報名。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青年部於 11 月 18 日(六)15:30~17:30 舉辦「第七屆街頭福音會」
，地點：
審計新村(西區民生路 368 巷 2 弄 3 號)。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11 月 18 日(六)09:00~12:00，在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舉
辦第 28 屆會員大會。
3.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11 月 18 日(六)09:30~12:00 舉行財務研習會，地點：霧峰教
會(霧峰區民生路 58 號)，請相關同工出席參加。
4.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11 月 26 日(日)14:00~17:00，地點：草
屯教會（草屯鎮中正路 826 號）
。講員：鄭英兒牧師，講題：長老教會傳統與精
神、法規與憲法、問與答。
5. 大肚教會訂 12 月 3 日(日)15:00 舉行陳建廷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七任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
6. 台中聖樂團&台中．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共同演出「嚴冬下的玫瑰」慈善
音樂會，時間：12 月 3 日 19:30，地點：水湳浸信會(西屯區中清路 2 段 213 號)，。
7. 空中英語教室與天韻 年度聖誕晚會，台中場地點：台中東海靈糧堂(西屯區福
科路 243 號)，時間：12 月 11 日(一)19:30。11 月 1 日起請至各基督教書房索票。
＊代禱事項＊
1. 為台南中會大同教會松年團契於十月 20 日在清境農場車禍，傷亡人員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順利及奉獻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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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
姐、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林敬峯兄。
＊本週金句＊
(台語) nā-sī góa kā lín kóng, Tùi-te̍k lín ê, tio̍h thiàⁿ in; khún-tio̍ k lín ê, tio̍ h thòe
in kî-tó.（Má-thài5:44）
若是我給恁講，對敵恁的，著疼，窘逐恁的，著替祈禱。（馬太5:44）
(華語)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馬太 5:44）
＊下週金句＊
馬太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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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11/18)由
蔡文華長老介紹「陳清忠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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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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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12(日)

11/13(一)

11/14(二)

11/15(三)

11/16(四)

11/17(五)

11/18(六)

經節

徒 10-12 章

徒 13-14 章

徒 15-19 章

徒 20-22 章

雅 1-2 章

雅 3-5 章

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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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陳祐陞

恩典改變一切

哥林多前書
十五:1~11

16

102
267
509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19

蕭仁維

瓦器裡的寶貝

哥林多後書
四:7~1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22

陳正雄

進到上帝面前
的活路

希伯來書
十:19~25

13

371，255，
5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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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神聖的相遇】

出三:1~10

蕭仁維傳道 2017/11/5

一、前言
500 年前的宗教改革導火線使自於威登堡教堂前的 95 條論述。一般而言，我們會
把馬丁路德張貼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會門口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視
為其譴責教宗並開啟宗教改革的第一步，但真相並非如此。當時威登堡教會大門的功
能就如同大學佈告欄，所以馬丁路德張貼論綱，本意只是徵求各方學術的辯論。以教
義來說，馬丁路德所列出的《九十五條論綱》寫得相當保守，且仍對教皇充滿敬意，
可見路德當時仍視自己為一位信實、忠心的羅馬天主教徒。
宗教改革至今已經邁向 500 年，然而，站在當代的時間軸裡，我們可以再一同來
思考，於今日，宗教改革後，我們對於信仰的看見。也透過改革宗的精神，再次檢視
長老教會「焚而不燬」標誌的精神；被火燒，卻沒燒燬，也在宣教的困境中，越燒越
火熱。
二、本論
【經文鑰節】
西奈山—神顯現的山而成了神聖的山；上帝可在任何不同的地方來顯現。而我們
敬拜的地方就帶來神的同在而成為祭壇，也可以在自己的住所敬拜，而成為祭壇。然
而上帝顯現的地點神而將其聖化，對於教義的標準上來看，卻各持有不同的看法。在
創世紀裡面，上帝創造星空以及路地上一切萬物以後，首先設立聖化的是時間。用不
同的角度來看，整個地球就是上帝所設立的聖殿，接下來所設立聖化的是時間的分別，
所以讓我們選定一天來禮拜；而禮拜不是禮拜天的事情。
摩西看見的是什麼? 上帝利用一個奇特的異象吸引摩西起初的好奇心，並把他引
到那裡。但真正的啟示卻不是焚燒的荊棘，而是神在當地對摩西所說的話。這段經文
用來反省以宗教改革 500 週年，以及明年教會及將要邁向 120 週年的相關活動，是非
常受用的。在眾多絢麗的教會活動以及慶典後，我們吸引人來教會的方法有什麼特別
要反思的？方法如同荊棘發出的亮光，而焚燒後荊棘內的聲音是什麼？
「神呼叫他或是呼召他」
。整個基督徒蒙召的概念，都是建立在神親自與我們交通，
按名呼召我們的信念之上。忘記了這點，揀選受召的教義便和我們的順服脫節，失去
了人情溫度，成為形式形式以及教條的壓迫。呼召是以摩西的名字為開始；是切入我
們生命當中的。所以呼召是關乎我們的生命，並從裡面來萌芽。
不要近前來，這句話好似上帝在隔離要接近他的百性。然而神自始不會禁止人不
得接近祂；但摩西仍未作好準備，因為他當時還未認識神的臨在和本性。在呼召過後，
摩西以後將要「近前」到神那裡為他人代求，而他最深切的禱求亦會是能夠覲見神。
而脫下腳上的鞋，這是近東文化敬拜的姿態。神確切的聲音，也讓摩西明確的了解，
你所站的地方是分別為聖之地，並要開始一段特別的經歷。
地，這是神對亞伯拉罕偉大應許的一部分。神和我們開始接觸，是按著我們的處境，
和我們所能理解的需要，我們的認識是何等膚淺都沒有關係；祂又從此帶引我們認識
那更深入的需要。祂向無後之人應許兒子，向無地無業的流浪牧人應許國家。這不是
沒有價值的應許，亞伯拉罕抓緊這些之時，他內心深處其實是渴求只有神才能賜與的
事物；用今日用語來說，他是渴想持續、穩定、身分。應許是一項偉大無法想像的承
諾以及恩典，因為在摩西過著極低微的工作，而遙想在埃及地裡面，仍然在受苦的同
胞，還有，面對到這麼大的國家政權，怎麼有辦法說要領出來就領出來。但是，這一
份的確信來自於上帝在焚燒的荊棘裡，這樣的異象也讓摩西心裡面有第一份的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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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 在聖經中講異象的時候，通常有三種方式：（一）理智的 ‘
方式，就是上帝的靈刺激人的智能，使人理解上帝的奧祕與教理等；
（二）想像的方式，
就是上帝使人心目中「見到」一些影像或事物，而明白上帝要顯明的旨意；
（三）具體
的方式，就是上帝使人的感官所感受的，如創十八章亞伯拉罕所見的三個人和這章的
荊棘火燄等。
既然預備好出埃及的領導人，上帝就呼召他出來執行交託的使命。
為要摩西執行他受呼召的使命，上帝必先將祂自己彰顯出來：藉著特殊的景象，
藉著祂自己的臨在，藉著祂的話語，藉著祂自己的名，也藉著特殊的標誌，上帝使摩
西清楚知道他受呼召的使命。
這部分跟我們時常向上帝求告的事物可有相對的應證。時常，我們遇到重大的決
定或是抉擇的時候，有時透過禱告或其他人的代求，我們的心裡面還是不平安，這時
候可以向上帝求告應證，顯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日前於論壇報的報導—我的同學是雲林縣長；今年雲林西螺浸信宣道會神學院新
學期招收一位特別的選修生，他就是雲林縣長李進勇，十月 30 日上午剛結束議會質
詢，下午 1 點半準時趕到浸宣神學院上課。為了更多認識聖經真理，敬虔愛主、渴慕
神話語的李進勇縣長，每週一下午特別空出時間到西螺的神學院選修「新約導論」
，成
為班上最年長的學生，也一圓他進修神學的夢想。
李縣長分享一個小故事：國小階段，住家對面有一間教會，他常去參加主日學。
當時，教會有在賣「福音小冊子」
，一本兩角錢，由於家境貧困無法供應他，自己也無
謀生能力。為了那本福音小冊子，他跑去廟裡拜拜，一走出廟門口就撿到兩角錢，開
心跑去買福音小冊子。莫說神是奇妙的，但有他特別的時間以及應許。
上帝向摩西顯現，要呼召他，從事神預備摩西要做的工作的開端。上帝向摩西指
出，祂是摩西父親的上帝，也是以色列人列祖的上帝，因此也是那些在埃及受奴役之
人的上帝。那些在埃及作苦工的希伯來人，上帝不但清楚了解他們的苦況，也垂聽了
他們的禱告，所以臨在人間，為要將他們從埃及人的手中搶救出來，領他們到應許給
列祖和他們子孫的肥美寬闊之地去，就是現今七族人所居的迦南地去。現在，上主要
打發摩西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經文再思】
上帝的顯現帶來了使命；而這份使命也在五百年前，這些改革先驅的身上。今日
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年，宗教改革的導火線在馬丁路德於威登堡教堂門上，所貼 95 條改
革條文為引爆點。路得期待一個對話的窗口，期待與人辯論，但是最後卻被教廷的勢
力來驅趕。改革宗信仰的精神，是在時代中做出反省，也在反省中包容各種建議。
時至如今，教會少了苦難與逼迫，儼然中產化。如何激發出焚而不燬的精神，是
值得努力的課題，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找回長老教會焚而不燬的信仰傳統、建立榮
譽感、實踐社會關懷等多種方法，去點燃年輕一輩的熱情。
【前人腳蹤】
『卡爾巴特 --牧會初期的情況
巴特早期牧會所在的沙芳韋是個典型農業輕型為工業的鄉村社會，居民有 1625
人，其中 1487 人是基督徒。居民中有 587 人受僱於一家針織廠。巴特受社會主義思潮
影響，成為社會主義運動者，積極為當地的工人爭取合理的工資，並且教育他們被剝
削的情況。他並發表了一些相關人權與公民責任及宗教與社會等文章，認為教會長期
以來的失策就是沒有努力處理社會需要。他指出耶穌是貧窮人的幫助者。1915 年巴特
加入瑞士社會民主黨，使當時的沙芳韋的工人稱他是「同志牧師」
，在當時的牧者而言，
是極少數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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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納粹德國的國教運動
1934 年，隨著德國新教的教會界逐漸接受納粹德國已經成立的事實，巴特承擔了
起草《巴門宣言》重任，其內容為 139 名神學家在巴門市召開會議，聯名反對納粹德
國由 1933 至 1934 年止建立的德國基督教，並稱其為異端，已經明顯背離了福音跟信
仰，是將信仰的對象由上帝轉向了國族主義與阿道夫．希特勒。巴特甚至將宣言寄給
了希特勒本人。這份宣言宣告了德國認信教會的成立，巴特被選為理事會成員。隨後，
他因拒絕向希特勒宣誓，被迫辭去波恩大學教授的職務，回到了自己瑞士老家。後來
認信教會受到了納粹的迫害。
巴特因為信仰而附上代價。
【屬靈功課】
1. 相遇帶來呼召，呼召進入生命，回應帶來行動。「保羅和巴拿巴在特庇傳福音，
使許多人成為門徒。他們回到路司得，然後到以哥念，又到彼西底的安提阿。他們到
處堅固門徒的心，鼓勵他們堅守信仰，又告訴他們：
「我們必須經歷許多苦難才能成為
上帝國的子民。」(使徒行傳 14:21-22)
「16 世紀宗教改革時期，法國的改革宗教會（Huguenots，預格諾派）受到屬天
主教的法國國王壓制、迫害，卻堅持信仰不願妥協。這個被迫害的教會自許為火燒荊
棘的教會，雖然經歷極大的艱難困苦，卻仍屹立不搖，並於 1583 年開始採用「焚而不
燬」作為該教會的標誌。
接著，愛爾蘭教會轉化了焚而不燬的消極意義，重新定義焚而不燬的意義是「被
焚燒卻依然興盛」，英國長老教會的信徒也因為信仰歷盡迫害，故倫敦教會也於 1642
年採用此標誌。後來，蘇格蘭、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各地的長老教會先後採
納此一標誌。」~黃春生牧師
【結論】
「莿 phè 互火燒，燒到真厲害；總是無燒去，猶原啲徛在。
(複歌)炎火一下過，in 就閣發芽，春天一下到，in 就閣開花。」(2009 新聖詩 604 首)
這首詩詞是高俊明牧師對於生命經歷的一種告白。
宗教改革是一種換新以及向前走的力量，宗教改革後的演變，以及現今我們用焚而
不燬做為長老教會的標誌，這一切都是信仰進入生命後，所產生對於使命的看見以及
實踐，願上帝幫助我們，在相遇之後，帶來生命的看見以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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