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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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10/15)是「教育事工紀念主日」
，由向上教會戴碩欽牧師前來請安、報告並
主理一、二堂禮拜。
2. 因教會園區整修，本主日(10/8)愛餐暫停一次。
3. 本會黃陳妹姐妹（黃金鈺執事的媽媽）於 10 月 5 日蒙主恩召，享年 87 歲，請為遺
族代禱。
4. 教會園區施工期間，男生廁所請往 1F 走廊底部，女生廁所請至 2F 走廊底部。
1 樓至廣場的進出，請走松年會館旁的走道。
5. 本會為迎接設教 120 週年，除了各項慶祝活動外，教會內、外及園區整修工程分組如下：
A. 土木工程修建組：卓孟佑(召)、謝理明、卓啓煌。
B. 電器視訊聲光組：楊凱成(召)、許明暉、蕭仁維。
C. 教會内外美化組：王文良(召)、劉美緻、洪添裕。
D. 採購組：余燕儒(召)、廖寶蓮、何中亨。
土木工程修建已開始動工，其中松年教室及一樓辦公室將優先完工，全部工程預計
到十二月 15 日完成。請大家為此代禱奉獻（科目：
「建設專款–120 周年」
）
。
教會園區整建工程期間，松年大學請移到二樓長執會議室上課，成人主日學請移到
二樓 A 教室上課。
6. 台中市十字園預定 10 月 15 日(日)下午 01:30 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管理委員會
會議，敬邀委員同工、董事長、常董會計、牧師顧問撥空參加。
7. 「新眼光讀經手冊」10~12 月份已經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8. 本會訂 10 月 22 日主日禮拜中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8~2021 年執事 4 名，
本屆執事候選人名單如下：張豐智、陳佳萍、楊忠憲、程玉珍、賴信旭、高雅智、
賴麗月、吳憶恩、顏姿叡 9 人。
（會員名單公告於公佈欄）
9. 2017 年柳原門徒造就班 10 月 13 日晚上 7:10~9:10 邀請陳金泉老師主講「白話字速成
班Ⅰ」
，地點：古蹟教堂，請全體長執（因司會需要）及對白話字有興趣的兄姐踴
躍參加。
10. 野外禮拜因教會設教 120 週年內部整修，暫停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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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10/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主日(10/8)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邱一雄長老主理，例會後舉行慶
生會。十月份壽星如下：陳重輝兄、楊蘇英妹長老、施碧珍姐、潘哲雄長老、
許秦玉姐、許月娥姐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
要滿了汁漿而長發青】詩篇（92：14）例會地點：改在二樓長執會議室舉行。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養身健康自癒力講座｣。地點：忠孝路長老教會舊禮拜堂。
（東區忠孝路 288 號）
(1)內容包含自癒力介紹，與 3（飲食、運動、習慣）+1（人際）互動操作，動
靜交錯，在歡笑聲中學習自我保健之道。歡迎 50 歲以上的兄姐及長輩們參加。
(2)日期時間：2017 年 10 月 17 日(二)上午 9:30～11:30。
(3)延長報名截止日：10 月 13 日。費用：每人 100 元（含上課講義、便當乙份）
請自備水杯。
(4)報名請向松年團契 徐澄榮 副會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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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9 第 5 主日松年團契在主日禮拜中獻詩，10/15、10/22、10/29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練唱詩歌，邀請團契兄姐參與服事，同頌主恩。
4. (1)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南台灣知性二日遊。時間：2017 年 11 月 21~22（星期
二、三）
第一天 06：30 各教會集合出發—﹥08：40 古坑服務區集合—﹥美味午餐—﹥
茂林國家風景區～芒果團隊解說～茂林小長城、多納部落石板屋、紫蝶幽谷（冬
季限定）—﹥漢王大飯店 3F 餐廳晚餐—﹥夜宿高雄漢王大飯店【漢王飯店招
待高雄港觀光客輪 70 分鐘】。
第二天 07：00 晨喚飯店享用早餐—﹥漢王飯店 14 樓會議廳 08：00 靈修—﹥高
雄港觀光客輪～高雄港上船，全程專業導覽高雄港內設施，旗津下船—﹥美味
午餐—﹥威震天南旗後砲台、旗後燈塔、老街—﹥嘉義仁義潭水庫—﹥中埔寶
島美食餐廳晚餐—﹥溫暖的家（Sweet home）
(2)報名：10 月 30 日截止。費用每人 3000 元，請向徐澄榮副會長報名。
三、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 10 月 21 日(六)16:30 召開年會，請大家踴躍參加，會後聚餐，邀請陳祐陞牧師
勉勵！
2. 由十月份第 3 個禮拜起，練習聖誕節的歌曲，請有領譜的兄姐參加。
四、宣道委員會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課程表：
週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主題

講師簡介
陳金泉 老師

5

10/13

6

10/20

每週五
晚間
7:00
|
9:00

白話字速成班 I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
教育部國中小閩南語鄉土教師認證合格
雙連教會長老暨成人主日學羅馬字班講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
會委員

白話字速成班Ⅱ

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中會魚池教會訂 10 月 15 日下午 3 時舉行升格堂會暨第一任牧師林志郎就任感
恩禮拜。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7 第七屆青年高峰會–世代對話–實踐基督精神」，
時間：10 月 14 日(六)09:00~16:30，地點：向上基督長老教會(西區民生北路 91
號)。內容：「我出去一下~小花的朝聖旅程、基督徒不服從」，講師：蘇蕙、葉
大華、管中祥。
3. 2017 年全國客家基督徒靈修會，時間：10 月 30~11 月 1 日，地點：三峽長老
教會，費用：2700 元，請洽：(02)2362-5282#254。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1 日~10 月 20 日舉行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更多人靈命受造就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及奉獻代禱。
3. 為黃陳妹姐的遺族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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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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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Sim-lāi sòng-hiong ê lâng ū hok-khì, in-ūi thian-kok sī in ê.（Má-thài5:3）
心內喪鄉的人有福氣！因為天國是的。（馬太5:3）
(華語)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 5:3）
＊下週金句＊
馬太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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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由
陳正雄牧師介紹「駱先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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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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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日)

10/9(一)

10/10(二)

10/11(三)

10/12(四)

10/13(五)

10/14(六)

經節

亞 7-10 章

亞 11-14 章

尼 1-3 章

尼 4-6 章

尼 7-9 章

尼 10-13 章

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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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戴碩欽

信仰傳承

申命記六1-9

4

67
335
510

尼西亞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0/15

戴碩欽

信仰傳承

申命記六1-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18

陳祐陞

可行與不可行

林前六:12
林前十:23~31

1

67、473、
513

同上

3

＊上週講道＊
【在風浪中見證主】

徒廿七:14~26、33~36

陳祐陞牧師 2017/10/1

今天咱要從使徒行傳廿七章來看「風浪中的見證」，人生中常有不測「風雲」，有
你所沒期待、沒打算的風浪及災難臨到人的中間，人要如何在此種環境中站的穩？不
止站的住還能在風浪中產生力量影響週圍的人，這是今早上在此咱要一起思想的問題。
一、人要如避免風浪？人生的風浪災難有時候是咱可以避免的，如果咱有預備，
有智慧就不必（免）進入風浪的中間，換句話來說，有時人的災難、風浪是自己跑進
去的。咱看保羅成為一個犯人互人送到羅馬接受該撒的審判，當在佳澳要出發進前，
保羅感覺時間不對，不是行船的時間，但百夫長相信船主及掌船的人，屬靈的人有屬
靈的眼光，他知道這時間行船會遇到災難，但別人不聽信他的勸告，希望咱教會的兄
弟姐妹每人除了禮拜以外，一定要有屬自己的團契，通過團契大家相關懷，代禱親像
一個家庭，在團契中咱來找有屬靈眼光的人，與親近，聽對代誌的看法，會幫助
咱避免一些咱可能會遇到的風浪。
二、如何來面對你所沒期待突然臨到你的人生風浪？
1.當災難臨到你的時你要代先告訴自己，我要鎮靜。因為許多時候災難會帶來驚
惶，人常常互災難帶來的驚惶將咱困縛，失去理智，所以你要代先鎮靜，告訴自己，
我要安靜來思考，分析所遇到的問題，找出解決方法。
2.除去自我可憐的心。人在遇到災難的時常常會自己感覺可憐，為何是我來遇到
這項代誌，請你停止可憐自己，因為可憐自己沒法度幫助你解決問題，你要知道是誰
在這災難中還有控制權，還有主權，就是上帝。
3.脫離消極的想法。人遇到困難之時都會自己再加上困難，困難若有 50%咱自己
都會再加上 30%，不可一直往歹的方面想，以致你陷在當中跑不出來。
4.從自責中來脫出。苦難中人常會自責我一定有做什麼歹、違背上帝，才會遇到
這樣；我若不叫他去，他就不會遇到這樣。人在困難之時都會有這種自責的心，但這
種自責不能幫助你，在困境中來產生力量。設使保羅若在遐說”上帝啊！我做你的僕
人為何如此可憐，還要被送去羅馬審判，連在海上都快沒性命，上帝啊我怎樣這麼歹
命。”在遐愈想愈可憐。但是保羅並沒這樣，聖經說保羅站在眾人面前很平安，好膽
見證，沒讓那些風浪來打倒他。
三、咱欲來學習保羅如何在風浪中來做見證。保羅的第一個對咱做的見證是 23v”
因為我所屬所服事的上帝，伊的天使昨暝徛佇我的身邊說：
「保羅，呣免驚，你的確著
徛佇該撒的面前，看啊！上帝將全船的人攏賞賜你。」保羅向咱說的見證互咱真大的
氣力，我真愛保羅在此所用「我所屬所服事的上帝」這句話，保羅在此不是說「我的
上帝」，保羅是說「我所屬所服事的上帝」。
1.上帝是我所屬，上帝是我所服事的上帝，所以風浪不能拆開我與上帝的關係。
在保羅的書信中咱看保羅沒把患難看做是災禍，他將患難看為是上帝要顯明他本身的
機會，他將患難看做是與耶穌基督同受苦的榮耀與特權，他看患難是一種成長的機會。
保羅對患難有一個很正面的看法，以致當他遇到患難的時，他就不會互困難來給他打
倒，能夠站穩。
2.保羅在風浪的中間做見證說”呣免驚”，這是一種接受上帝的臨在與幫助。24v「保
羅，呣免驚，你的確著站在該撒的面前」是什麼意思？就是你一定會達到你的目的地，
災難、風浪只不過是過程，上帝一定會帶你達到那個目的地。你若對聖經來找，當上
帝每次臨到別人之時，他就講”呣免驚！”在以賽亞四十三章 2v~3v 按呢講”你從水中經
過，我的確及你相及同在；你經過江河，水的確無淹密你；你對火中行過去，的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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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燒，火焰亦無 佇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這就是風浪中的見證。
3.保羅在風浪中的見證向咱講”你能夠得勝，因為通過患難是上帝要給你一個見證
的機會”，在 24v 有說”你的確著站在該撒的面前，看啊！上帝用船內的人攏賞賜你。”
與保羅同船的人一共有 276 人，十四暝日在大海漂流，船內的物都投入海，還是無法
度，船即將欲沈下去，十四日久沒看見日與星，上帝使者對他說”呣免驚，我欲將全船
的人都賞賜互你”，什麼意思？我欲互你成為對這些人有影響力的人，互患難成為一種
你向人見證上帝的機會。這兩百七十幾人經過十四日沒吃也沒喝，親像快死了，但聽
到保羅在此的見證，影響互產生盼望，產生信心，大家就起來吃，又有氣力起來。
四、請看 25v”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樣對我說，代誌也要怎樣(按呢)
成。”絕對相信上帝話語的可靠，這就是信心最大的力量。你在危機、困難中要怎樣產
生力量？就是絕對相信上帝所說的話，上帝怎樣說，我就相信他要按呢成，這款的人
就會去經驗神蹟。兄弟姐妹！世間有許多你不能改變的代誌來臨到佇你，有的代誌你
可以避免，有的代誌是既成事實存在在遐，你要怎樣面對？兄弟姐妹，接受你所不能
改變的事實，相信上帝會互你的目屎成為珍珠。”Robert Shouler 牧師加州水晶教會牧
師是一個確信上帝按怎說，代誌就欲按怎成的人。有一年他到韓國帶領一個大聚會之
時接到一份電報，他 13 歲女兒互他的表兄載摩托車坐後面在農村發生車禍互車輾過，
因為在鄉下送到大醫院，脈搏已無跳動，他是在韓國領會中得到消息，即刻坐飛機回
美國，在飛機中牧師娘到洗手間在遐流眼淚，當她在遐一直流淚時有一個聲音給她說”
今天是證明妳平時所向人傳上帝的時機，妳教人在平時要往好的來想，今天妳要按呢
來想，想看這項代誌是欲帶什麼利益？”夫婦二人在飛機上一直禱告飛回到美國。在非
常危險的的中間醫生有挽回這位女孩的生命。上帝有保守這位小女孩的生命，當到
病房看這位女兒的時候，你想那位女孩子第一句說的話是什麼？當他看到父母時代先
哭一下子，然後他說”爸爸媽媽！我想上帝是在考驗我，他要給我一個任務，去幫助那
些跟我一樣受傷的人”，13 歲的女孩會曉這樣說，Robert Shouler 牧師說，今天所傳互
阮女兒的有價值了，阮平時所在遐強調的上帝有活在她心裡，有人將這個故事寫為一
本書叫做眼淚成為珍珠，裡面說上帝將你所流下的眼淚把你撿起來編為一串一串的珍
珠，互你掛在胸前，成為燦爛的記號，這是通過苦難所產生的美，在苦難中互眼淚成
珍珠，這就是上帝的做為。後來這這女孩的腳被鋸一隻下來，平時是漢呢活潑，愛打
球成為一個跛腳的女孩子，但是他沒有被困難打倒，在患難中她沒去想所失落的，反
而是去想她還擁有的東西。Robert Shouler 後來見證說，雖然我女兒是被鋸去一腳，但
是她還擁有清楚的頭腦，可以思考，她還有一雙手，還有一隻腳，還有活潑的靈，還
有疼主的心，為主活下去的心志。Robert 牧師將這些列在一張表上，右邊是欠一隻腳，
但另一邊還有一大堆，所失落的是一小部份，還擁有的是這麼多，上帝閣有開的眼
睛互體會出在患難中最寶貝的是經驗上帝親自臨在佇的中間，親像保羅在風浪中
有上帝臨在佇的中間。
兄弟姐妹！當我準備這篇道理時，我有回想我一生所經過的道路，人生難免有風
浪，有時經過山谷、深淵，有困難的日子，總是每一次的風浪是互咱體會上帝的臨在，
上帝親身陪咱經過苦難，互咱產生一種敬畏及甜蜜的感覺在咱的心內，這位掌管、創
造宇宙的主宰竟然這麼愛阮、看顧阮。有幾句話，在此我要與大家分享：
「主啊！你若與我同在，我就無驚惶」
「主啊！有祢與我同行，我就有力量」
「主啊！有祢對我說講，我心就平靜」
「主啊！是你的祢的祝福，互我的眼淚成為珍珠」，相及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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