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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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2017~2020 年執事當選名單：呂慧玲、葉美玲、卓聖育、林玉山等四人。
2. 2017 年代議長老：卓啓煌。書記：廖寶蓮。
禮拜委員會：劉美緻(正)、卓孟佑(副)
宣道委員會：蔡文華(正)、余燕儒(副)
教育委員會：許明暉(正)、謝理明(副)
服務委員會：何中亨(正)、洪添裕(副)
總務委員會：楊凱成(正)、王文良(副)
3. 後壠子法人明年度收支預算案成立八人小組編列，小組成員：陳祐陞(召)、
何中亨、余燕儒、劉美緻、卓孟佑、廖寶蓮、楊凱成、蔡文華。
4. 教會園區守衛及清潔委外處理，請總務委員會討論提案。
＊通知事項＊
1. 本會訂於 10 月 23 日 09:30 舉行野外禮拜(由禮拜委員會主辦)，地點：三育聖經
書院(中餐於日月潭教師會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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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人，額滿為止）
。當天 08:00
準時出發。
2. 為慶祝宗教改革 500 週年，總會「基督教倫理在現代社會的挑戰」系列講座
訂 10 月 26 日(三)19:30~21:30 邀請德國沃夫剛．胡伯教授在本會專講：
「家庭
還有未來嗎？–今天，到底什麼是家庭？」
，機會難得，歡迎大家參加，當天
晚上週間禮拜暫停一次，參加專講。
3. 台中二區教會與本會舉辦「聯合培靈會」
，時間：10 月 22 日(六)09:30~12:00，
地點：柳原教會，講員：鄭宏輝牧師。22 日(六)上午禱告會暫停一次。
4. 高雄中會光華教會鍾肯仁名譽牧師（鍾茂成牧師的公子）於 10 月 7 日蒙主
恩召，訂 10 月 16 日(日)14:00 於光華教會舉行「中會葬告別追思禮拜」。
5. 淡水教會松年團契 40 人將於 19 日(三)上午 11 時來本會參訪，請松年團契及
服務委員會派代表接待。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10/16)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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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盧金梅

張榮璋/陳宥君

羅寶玉/卓啓煌
野外禮拜

林靜珍

郭柿娘

洪泰陽

10/23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本日(10/16)召開例會、選舉，選出會長、副會長、委員，請會員踴躍參加，
邀請顧問詹淑靜長老、劉美緻長老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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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感謝以下兄姐為主日花材奉獻：何中亨(10/2)、林淳真(10/9)、黃茂卿(10/16)、
林阮美雲(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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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止。
五、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十月份第 5 主日松年團契獻詩，請兄姐 10/16 及 10/30 主日提早於上午 8 點
30 分集合於松年教室練唱詩歌，一起來頌讚主名。
2. 原本 10 月份的壽星們將與 11 月壽星們合併慶祝。
3. 本月壽星名單如下：陳重輝弟兄、許月娥姐妹、施碧珍姐妹、許秦玉姐妹、
潘哲雄長老、楊蘇英妹長老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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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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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陳榮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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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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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門徒營晚會–尋誰啓事」，時間：11 月 19 日(六)，地點：台中忠孝路教
會（東區忠孝路 288 號）。講員：林鴻信老師（台神系統神學教授）。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10 月 29 日(六)09:30 於民族路教會舉行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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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 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300 元，請向
蕭仁維傳道報名。
＊代禱事項＊
1. 為何中和弟兄的遺族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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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敏川牧師、林南兄、陳榮美姐。
＊本週金句＊

(台語) Kóng-ōe ha̍ p-gî, Chhin-chhiūⁿ kim ê pîn-kó hē tī gûn ê nâ-á.
(Chiam-giân 廿五:11)
講話合宜，親像金的蘋果下佇銀的籃仔。（箴言廿五:11）
(華語) 一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 （箴言廿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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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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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2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10/22)早上 08:10 禱告會暫停一次。（請參加 09:30~12:00 培靈會）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0/16(日)
太 5-7 章

10/17(一)

10/18(二)

10/19(三)

10/20(四)

10/21(五)

10/22(六)

太 8-11

太 12-15
章

太 16-19 章

太 20-22 章

太 23-25 章

太 26-28 章

＊下週金句＊
傳道書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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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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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禮拜
台語禮拜

10/23

蕭仁維

謙卑心，
就近主

路加18:9-14

28

452
197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週間
台語禮拜

10/26

胡翠峯

祈禱有效嗎？

路十八:1~8

8

72、264、
507

同上

＊上週講道＊
【天國親像人撒好種子在園裡】 馬太福音十三:24~30、36~43 陳祐陞牧師 2016/10/9
今天是舊曆九月 9 日重陽節，代先給年長的兄姐說恭喜。咱在今日禮拜中有
欲選舉 2017~2020 年執事四位，不管你是否有互人選上，用一種平常心來看，在
服事上無推辭，來互上帝歡喜。
回顧咱教會在過去 118 年來在此所在成為福音的燈塔，有許多人在此生命得
到改變，成為上帝的兒女，這是真正可歡喜的代誌，求主繼續施恩互咱，不是空
佔土地，是更認真參與敬拜、投入服事，互咱教會質、量均有增長。
教會的功能、本質是什麼？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中有說起”教會是上
帝百姓的團契，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復釘根
在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從這個告白上咱
可以了解教會的使命，也同時感受到教會應該是一個充滿和諧、良善的團體。總
是有時咱也會對報紙雜誌來看到教會的機構，為著一個院長、董事長互相告訴，
互相不相讓，有時在咱很失望的時，咱也會問咱自己”這豈是教會？”教會應該是
用耶穌基督做中心，互相相愛相扶持的所在，是按怎有的教會反而比外面的團體
更卡複雜？今早上咱欲對耶穌所說”麥子與稗子”的比喻中來看這個事實，了解其
中的教示對咱說什麼？
在 36~43V 中耶穌對這個比喻的解釋是，那個撒好種子的就是主耶穌；園是世
間，當然包括教會及個人的心地；好種子是屬天國的人；稗子就是屬惡者的人；
撒稗子的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就是世界的路尾，審判的時；割的就是天使，咱欲
照耶穌的解釋，用”天國親像撒好種子在田裡”為題目，一起來看這個比喻給咱說
什麼？咱欲對這個比喻來學習到什麼？
一、今天的世界是有麥子與稗子並存的現象。在此耶穌特別指出在這個世界
有一惡者，用盡辦法欲來影響麥子的成長，他的方法就是將稗子撒在麥子園裡，
對人來說或者是對一個歹的念頭來產生錯誤的行為，用按呢來影響教會、基督徒，
互基督徒失去應該的信仰生活，互教會無法成長與興旺。照理說教會應該是充滿
和諧互相關心、有愛的團體，總是有時咱也會很艱苦心來問說”為什麼教會會發生
這款代誌？因為教會是人的組織，人攏有軟芷、有罪性，有時也會跌倒，從歷史
角度來看，釘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外邦人，是一群上帝的選民及這些當時的
宗教領袖。出賣耶穌的是跟隨他三年多的學生猶大。耶穌用這個比喻來提醒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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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中也有麥子與稗子並存的事實。魔鬼知道它沒辦法改變麥子的本質，所以
他撒稗子在麥園中，來互麥仔園混亂改觀。古代羅馬、今天的印度都有明文規定
嚴禁撒稗子在別人麥田裡。有時咱在教會熱心服事的時，積極參與事工中，魔鬼
也會藉著人將灰心、批評的稗子撒在咱的心中，有時遇有困難，用信心在上帝面
前禱告的時，魔鬼也會將「不信」的稗子來互你失去信心；在咱信仰裡面，咱也
會經驗有「麥子」及「稗子」並存的現象，耶穌用這種麥子、稗子並存的事實來
教示咱更加要謹慎，專心注視在主耶穌，不是看人，不可因為試探，誘惑來跌倒，
不可因為遇到挫折來灰心，著依靠聖靈的幫助，成為一個進步、成長的基督徒。
二、麥子田中會有稗子的原因。在麥子及稗子的比喻中，耶穌提到在這個世
界有一個惡者，故意撒稗子在麥園中，來影響麥子的成長。教會為什麼不能能興
旺？信徒為什麼不能做光、做鹽？在 25v 耶穌給咱說很清楚，”人睏的時，伊的仇
讎(liû-siû)來，撒稗在麥中就去”，魔鬼利用人睏的時，在咱的教會，在你我心中撒
下稗子。從創世紀三章開始，魔鬼就一直引誘人犯罪，特別是人睏的時，意志力
最弱的時是魔鬼侵入最好的時間，挪亞出事，參孫失去能力，猶推古從三樓跌下，
都是在睡的時。魔鬼利用人睏的時，將稗子撒在咱的心中，你不可想說我是基督
徒，這是教會，魔鬼就不會入來，前浸信會神學院院長柯理培牧師在一次開學典
禮時對新生訓練的學生說”你們不要以為進入神學院就進入天堂，不可把教授、老
師、學長看做是天使，神學院雖然是上帝名所設立的學校，因為是這樣，魔鬼更
加會用盡各種方法，來破壞這間教會學校，所以恁當警醒”。這句話說得很對，魔
鬼既然會想盡辦法破壞上帝所疼的神學校(院)，豈說他不會想要破壞咱的教會？所
以咱需要常常儆醒警祈禱，因為咱所面對的不是某一個人，某一項事，乃是背後
撒稗子的惡者。
三、在這個比喻中，奴僕問主人說”你要阮去將稗子薅(khau)出來嗎？”主人說”
不免，驚了恁薅稗(khau-phöe)，連麥續拔起來，容允二項平平大欉，聽候收割時
才來處理。”是按怎主人會容允二項平平互大欉？在此我欲用三點與咱來分享與反省。
1.耶穌警告咱，不應該去審判別人，只有上帝才有真正審判的權利。耶穌說
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醫生。事實上教會是人的團體，人攏
是罪人，所以面對充滿問題的教會或是個人，不是失望、埋怨，是要為他們祈禱；
不是指責、審判，是要用愛心來感化來苦勸，親像加拉太六:1 所說：
「兄弟啊！若
有人無張持將陷落罪過，恁屬佇神的人著用溫柔的心神歸正他。（挽回）」
2.耶穌要咱有互相忍耐包容的心志。有一點很重要，咱必須承認，世間不是天
國，教會也不是天堂，來教會出入的基督徒不是天使。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有
軟弱會跌倒，所以中間互相要有包容、忍耐、赦免人的心志，因為這是世界，教
會若親像天堂、就不需要牧師了。
3.耶穌要咱把握悔改的機會。在這個比喻中麥子及稗子的種子外表沒什麼分
別，總是稗子永遠是稗子，無法變為麥子。佳哉是罪人卻因為耶穌基督的恩典，
能夠悔改來成為義人。人若沒悔改，人若不肯承認自己是罪人，有一日欲與這些
稗子相款綁歸把，丟入火裡來燒，但是麥子，欲收入佇粟倉，義人在神國度欲發
光，欲與主相及居住，享受天國的福氣。
感謝上帝的恩典，咱教會設教欲進入 120 週年時，求主繼續施恩互咱，保持
和諧的傳統，認真傳福音，願大衛的祈禱也成為你我的禱告：
「上帝啊，求你鑒察
我，知我的心思；試驗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什麼歹所行否，導我行永活的路。」
當咱面對教會界中的稗子之時，也求主賜咱有反省的心，我是不是能夠體會上帝
的心意？我是不是一個親像麥子的基督徒。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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