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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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的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2. 請禮拜天無法參加主日崇拜的兄姐，能參加週三晚上週間禮拜。
3. 下主日(5/3)第一堂禮拜後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同工參加。
4. 4 月 19 日主日花材由陳祐陞牧師奉獻，4 月 26 日由宋承祐老師奉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林天仁弟兄。
2. 有需要前往探視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公
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二、服務委員會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4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5 月 10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張瑄樵、張碩恩、王苡蓁。
大專院校–蘇凱琳、何建凱、王苡融。
三、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1. 松年部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大會，日期：5 月 29 日(週五)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
午 2 點。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電話：2386-3322）
，
費用：每人 400 元，有意參加兄姐請於 4 月 30 日前向詹淑靜長老報名。
2. 松年部舉辦春季靈修旅遊，時間：4 月 28 日(週二)~29 日(週三)東北部二日遊。
行程：第一天–千島湖、翡翠水庫、鱷魚島、觀賞保育溪魚、雪山隧道、夜
宿礁溪山泉溫泉飯店、泡湯（請帶泳衣、泳帽）
。
第二天–教會靈修、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東北角海岸風景鼻頭角等。
4 月 28 日(週二)07:30 準時於柳原教會門口出發。
四、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4/26)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十:11~18。
2. 4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4/26

洪泰陽

葉美玲/楊茗鈞

余燕儒

5/3

盧金梅

張豐智/楊茗鈞

謝理明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洪泰陽

郭柿娘

何秋萍

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結束後練詩，第三週獻詩。請姐妹踴躍參與。
六、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4 月 25 日的靈修旅遊謝謝卓榮造兄奉獻早、晚餐，盧瑞祥兄奉獻午餐；
陳祐陞牧師、謝理明長老的辛勞與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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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2015 年手鐘團招募新團員，有興趣學習手鐘及有意願奉獻服事者，請向
簡安祺幹事報名。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4/29(三) 09:00 醫藥健康講座，主講：彰基邱炳芳醫師，主題：
「慢性腎功能不
良及慢性腎衰竭」，歡迎兄姐來聆聽。
九、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慶祝母親節，本合唱團訂於 5 月 11 日(一)晚上 7:30~8:30 於本教會大禮拜堂
舉行感恩禮拜、見證及發表會 , 邀請兄姐前來參加，與所有的家長們共度佳
節，同沐主恩。(晚上 6:30 開始備有茶點，與家長們交誼 )
2. 每周一晚上合唱團練習時間 7:00~8:00，於松年會館有安排老師與家長們的分
享時間。5 月 4 日將邀請文華高中圖書館主任蔡淇華前來分享學生的性向與異
質力 (2014 年師鐸獎得主)。5 月 18、25 日將邀請東海大學幸福家庭推廣中心
張資寧、曾惠花牧師分享喜樂的人生與家庭生活。邀請各位兄姐前來參加。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吉峰教會訂 5 月 17 日(主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7 週年暨周志亨傳道師封
牧就任第四任主任牧師、顏曉菁傳道師封牧就任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兒童夏令營–「耶穌陪我 Fun 暑假」
，時間：7 月 13~15
日，地點：埔里水頭山莊。費用：1500 元（5/24 以前優惠 1200 元），6 月
7 日截止報名。請洽成如慧傳道師 2201-6454。
3. 台中中會青年部【第 11 屆中中青少年探索營—告白】，時間：7 月 24~26
日，地點：謝緯紀念營地。費用：2500 元（4/30 前報名 2100 元/人）
，請至
http://goo.gl/forms/Rs9eLi5ynF 報名。
4.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行【青年騎蹟 150】單車探索護照系列活動，時間：5 月
23 日(六)07:00~15:00，路線：柳原長老教會→大社長老教會（來回約
32km），費用：200 元。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ZXrZbvJ74v。
5. 嘉義中會過溝教會訂 5 月 31 日(週日)下午 3 時，舉行莊仁愛傳道師封立牧
師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禮拜。
6.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母親節聯合禮拜於 5/3（日）下午兩點在大里教會。
7. 竹山教會訂 5 月 17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10 週年感恩禮拜。
8. 「從民俗談福音」民俗轉化研習會，時間：5 月 25 日(週一)~27 日(週三)，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8 號)，費用：4500 元(含住宿)。
詳洽(02)2362-5282#257 王靜觀小姐。5 月 11 日截止。
9. 總會教社委員會舉辦「2015 年日本災後重建義工團–義工招募計劃」
，日期：
7 月 1 日~9 月 10 日止，共分五梯次，每梯次 15 天。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郭柿娘姐、莊水發兄、楊蘇英妹長老（跌倒）。
2. 為主日學的增長代禱，請兄姐帶家中小朋友參加，關心子女的信仰傳承。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使這些兒童成為教會的祝福。
4. 為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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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Hō lâng ê, pí tùi lâng theʀh ê, khah ū hok-khì.
互人的，比對人提的，卡有福氣。（使徒行傳 20:35f）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 8 時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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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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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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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陳祐陞

審判的日子

馬太福音
25:31~46

38

74、482、509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3

宋承祐

連結主
結好果實

約翰福音
15:1~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6

陳祐陞

只在基督裡
誇口

腓立比三:1~7

16

485

同上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4/26(日)

4/27(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19:9~19
12:1~8
光

4/28(二)

4/29(三)

4/30(四)

5/1(五)

5/2(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2:20~26

12:27~36

12:37~43

12:44~50

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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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宣教的能力】

可九:14~29

蔡士緯牧師 2015/4/19

「宣教單單有勇氣與愛是不夠的，更要有能力去開拓與持續。寶血是宣教士
爭戰的武器，宣教運動的能力必須是來自十字架的寶血。」---慕安德烈
在今天經文中，門徒努力事奉人卻無力趕出汙鬼，而耶穌做了兩件事：1.激
勵父親的信心與渴望「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2.斥責污鬼出去「你這
聾啞的鬼，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再不要進去！」當耶穌進了屋子，門徒就暗
暗地問他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他去呢？」耶穌說：「非用禱告（有古卷加：
禁食二字），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可 9:28-29)顯然，門徒缺乏的是禱告發
出的「能力」。
宣教不只是心志(我們都想傳福音)、理論(我們都知道要傳福音)或技巧(傳福
音的方法很多)…更多時候是「能力」的問題。信仰的成長包含「關係」
「真理」
「香
氣」更包含「能力」的成長，唯有整全的成長，才漸漸「滿有基督的樣式」。
一、福音的能力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後是希臘人。」(羅 1:16)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

1.福音是救恩的大能(路 19:9)
得救在聖經中有三方面的含意：
第一是今生地位的得救：可怒之子→上帝兒女。
第二是現在生活的得救：得救的人當活出得救的樣式，做成得救的功夫。
第三是末後審判的得救
2.福音是赦罪的大能(路 23:39-43)
3.福音是生命的大能(路 19:8)
◎你經歷過福音的大能嗎？你周遭的哪位需要福音的大能?
二、聖愛的能力
上帝是愛，福音也就是愛，福音必須在聖愛的大能中宣揚。傳福音既出於愛，
福音聖愛的大能就顯明，也能叫人感動歸主。
例子：蘭大衛醫師娘「切膚之愛」
你今日付出的愛，將影響他人明日的信仰！
◎懇求主把祂的愛充滿我們心中，用實際行動向人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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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靈的能力
耶穌談到宣教的能力，關鍵就是領受聖靈：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
連耶穌都依靠聖靈：「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旦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聲就傳遍了
四方。」(路 4:1,14)
沒有聖靈的同在，就沒有宣教；沒有聖靈的能力，就沒有宣教的果效。宣教
是與聖靈同工，也需要聖靈用祂的能力來證實我們所傳的道。而神蹟奇事並不是
靈恩派的專利，以聖蹟的大能證實福音，是聖經的範例與教導。
◎你是否苦於枯乾的信仰？謙卑呼求聖靈充滿你，賜你能力
四、禱告的能力(約翰 14:12-14)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充滿聖靈的能力、聖道的能力、聖愛的能力、聖蹟的能
力、更新的能力。然而，以佈道者的角度來說，這些能力都是以「禱告」來支取
和運用的。
耶穌宣教的能力來自禱告：「有極多的人聚集來聽道，也指望醫治他們的病。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路 5:15-16)
約翰福音 14:12-14
1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
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14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
當我們祈求更大的宣教能力，耶穌已連說兩次「我必成就」!
不要再忍受軟弱的信仰生活了！因為在基督裡你早已「領受福音的大能」
，要「傳
出大能的福音」
魔鬼最痛恨、最害怕的佈道家，擁有翻轉世界的能力，他/她的名字叫做…平信徒
◎應用：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新媒體
跨教會：公車經文廣告(每月 10000 元)
教會：將禮拜、講道、音樂或活動紀錄剪輯為 5 分鐘短片
信徒：臉書打卡(撒下社群網站的福音網)、Line 分享每日禱告、耕心
新眼光電視台，幫助長老教會邁向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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