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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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2/4)舉行聖餐，08:20 召開小會，事奉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楊凱成、洪添裕、何中亨、王文良、廖寶蓮。
捧杯：卓孟佑、余燕儒、卓啓煌、謝理明、劉美緻。
華語禮拜–捧餅：許明暉，捧杯：廖寶蓮。
2. 我們敬愛的洪伯宗牧師於 2 月 2 日清晨 01:35 安息主懷，享年 82 歲，求主安慰其
遺族。訂 2 月 10 日(六)上午 10:00 於本會舉行追思禮拜。
3. 2 月 16 日(禮拜五)舉行「新春稱謝禮拜」，時間：9 點 30 分。
2 月 18 日(大年初三)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9 點 30 分。
4. 教會備有春聯置於禮拜堂門口，請兄姐自行拿取（每戶一張）。
5. 「兩年讀經表」置於禮拜堂門口，請需要的兄姐自行拿取。
6. 以便以謝教會為籌募購堂基金，配合年節禮品推銷，於本日(2/4)派員前來本會義賣
高山茶及柴菇，敬請各位兄姐關心並預備購買。
7.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年紀念冊。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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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可福音 1 章 29～39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二月份月例會適農曆春節前夕，將安排手工 DIY 製作春節應景吊飾，歡迎姐妹們
參加，名額限三十五名；參加者請自備：1.釘書機 2.釘書針。日期：2018.02.11.
上午十點半；地點：長執會議室。講師：陳慧錦老師；主題：年節飾品簡單作；
司會：羅寶玉執事。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訂 2 月 11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卓榮造弟兄。
2. 二月份壽星：蔡串煉兄、林靜萍姐、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
3. 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已經開始練唱復活節的歌，請大家準時參與！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陳潘藟姐、蘇陳月娥姐、歐王雪雲姐、江蔡銀花姐、林尹晨小朋友、
梁祈錫執事、莊水發兄、許瑞源長老。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彩繪幸福」
，時間：2 月 10
日(六)，地點：台中大坑地震公園，費用：700 元，報名方式：Line ID：cjhung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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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增長。
2. 為洪伯宗牧師的遺族代禱。
3. 請繼續為何國瑋與何建凱兄弟捐肝手術後復健代禱，兩人均已出院回家休養。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
兄、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陳增隆兄、
林義耕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sī sè-kan ê kng; tè góa ê lâng bô kiâⁿ tī àm, hoán-tńg beh ū oa̍ h-miā ê kng.
（Iok-hān 8:12）
我是世間的光。隨我的人，無行佇暗，反轉欲有活命的光（約翰 8:12）
(華語)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8:12）
＊下週金句＊
約翰 8:31b~3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週(2/10)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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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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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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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8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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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73
485
510

新的誡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2/11

蕭仁維

基督徒的日常

哥林多後書
10:3-8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11

蕭仁維

基督徒的日常

哥林多後書
10:3-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14

耿明德

在世的見證者

馬可一:1~8，
馬可六:14~29

35

71、246、5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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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2/4(日)

2/5(一)

2/6(二)

2/7(三)

2/8(四)

2/9(五)

2/10(六)

經節

太9章

太 10 章

太 11 章

太 12 章

太 13 章

太 14 章

太 15 章

＊上週講道＊
【全家歸主，全家得救】

可五:1~20、創廿二:15~18

陳祐陞牧師 2018/1/28

今日禮拜中，咱欲召開 2018 年定期會員和會，所以二堂禮拜合併舉行。今年教會
異象是「全家歸主，全家得救」
，咱成為上帝的選民，相信咱攏有一個盼望「互別人因
為你得到福氣」
，如同上帝揀選亞伯拉罕時，上帝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族欲因為你得
到福氣。」(創十二 3)上帝在此所說的福氣是什麼款的福氣？從前有一句話「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意思是說家中有人在朝庭當大官，親人朋友都升官發財，但有時這不一定
是福氣，若得罪皇帝引來滿門抄斬就不是福氣了。咱看創世記上帝對亞伯拉罕說「因
為你得到福氣」這句話出現三次，十二:3，十八:18，廿二:18，第二次十八:18「因為
亞伯拉罕的確欲成為強大的國，地上萬國欲因為他來得到福氣」
，到第三次「閣地上萬
國欲因為你的後裔得到福氣」在此這個祝福的應許更卡清楚，請你特別注意，本來是
說「因為你得到福氣」
，在第三次是說「因為你的後裔得到福氣」
，請特別注意「後裔」
兩字在原文是用單數，不是指許多後裔，是指單一的人，這個人到底是誰？新約加拉
太三:16 有很清楚的解釋「今諸個應允是對亞伯拉罕及伊的後裔說，伊無講「及你諸個
後裔」親像指多多人，是說你那個後裔，是指一個人，就是基督。」所以廿二:18「地
上萬國欲因為你的後裔得到福氣」更清楚的意思即是「地上萬國者將因為亞伯拉罕的
後裔耶穌基督來得到福氣。」因為按呢我要告訴大家，人生最大的福氣就是得到耶穌
基督，如果你要成為別人的祝福，欲互人得到福氣，即是帶人來認識耶穌，來信上帝。
希望咱柳原教會在 2018 年是一間能結果子多多的教會，是質、量都增長的教會，教會
增長的方法很多，但最重要即是從「全家歸主」做起，從你家人做起。為何咱要向家
內的人傳福音？
1.聖經有教導咱要關心自己家人，這是咱信主後第一個責任。
2.對家人傳福音是上帝的旨意，與上帝拯救工作的次序有關係，上帝拯救工作的
次序是由內到外，從近而遠，從個人到家庭開始。
3.全家信主快樂無比，不止今生充滿喜樂，更有將來在天堂相見的盼望。
因此你必須要關心你的家人。有一個小女孩上幼稚園，每禮拜母親帶她上主日學，
有一次禮拜天晚上吃飯時，她一邊剝蝦子給爸爸吃，一邊流眼淚，爸爸問她為什麼哭？
她說「主日學老師教我們不信耶穌的人，以後會下地獄，地獄很艱苦又沒有蝦子吃，
所以我讓你多吃一些蝦，以後你去地獄就沒得吃了。」這個父親深受感動，後來就來
教會。連一個小女孩都會關心父親的得救，何況是咱。
咱回來看剛才的經文，當這位互鬼附身的人得到醫好後，他懇求耶穌准他跟隨耶
穌，耶穌呣准對伊說「回去你的家，尋你的親人，將主給你行許大的事及所憐憫你的
給他們講。」彼人去，佇低加波利報揚耶穌所給伊行的大事，眾人攏奇怪。
耶穌為什麼要他回去他的家，找他的親人，耶穌的目的是什麼？
一、在親人中間分享得救的經驗。這是最容易感動人也是最有力見證，因為是發生在
自己身上的事件。它不必親像一個傳教者要經過講道訓練，或是一個律師要有辯
論的口才。只要將主耶穌做在咱身上奇妙事說出來。就是最有力的見證，親像這
位互鬼附身的人，他可以分享在主耶穌醫治他前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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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前是暝日在墳墓中在山裡喉叫，沒人可以壓制他，現在是一個正常人靜靜坐
著。
2.以前常常是赤身露體，用石頭來傷自己，現在是穿衣服，雙手能工作。
3.以前是互一大群邪神控制，無法自主，現在是神智清醒。這就是最好的見證，
我相信在他的親人中一定有人因為這個神蹟來信主。所以做一個基督徒，你若
有曾經被主耶穌拯救的經驗，你應該勇敢對人來分享。
二、在異教的文化中來宣揚耶穌基督。這位互鬼附身得醫治的格拉森人，他不止在親
人中分享得救的經驗，他更進入到低加波利地區去宣揚耶穌為他行了何等的大
事。低加波利是耶穌時代羅馬希臘十個城市的統稱，這個格拉森人竟然成為福音
的使者，進入到外邦人聚集的城市宣揚耶穌，這是基督教和希臘羅馬文化首次的
接觸，使基督教後來在希臘羅馬文化的所在結出豐盛的果子。今天咱成為一個台
灣的基督徒，也是親像生活在異教文化中，咱是不是要更加努力，向咱的同胞來
傳福音，互基督教的福音能在台灣結出更多的果子。
最後我用一個故事來結束，或許有人曾聽過，請恁再聽一次：
在主前 400 多年有一位住在印度河邊的大地主阿里哈威特，他從來往的客人口中
聽到世上有一種能發出七彩光的寶石（鑽石）
，他想如能發現傳說中的鑽石礦區，把它
買下一定能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富翁。因此他把他印度河畔數百甲的土地，用很低的
價格賣給鄰居，然後出發去世界各地尋找會發出七彩光的鑽石礦。日復一日，年復一
年，走遍世界各地也沒找到，最後他用盡他所有的錢，在很灰心失志下在西班牙的一
個山巖跳海自殺。當他去世的消息傳回到他印度故鄉之時，他的鄰居在一次春耕在土
地中發現會發出七彩之光的石頭，不久更陸續挖出許多同樣的石頭，經過專家鑑定後
證實就是鑽石，並且發現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處鑽石礦–「格爾康礦區」。
這故事互咱一個很大的啓示，傳福音就親像找寶一樣，不要捨近求遠，請你從你
厝內的人，你的親人開始，有一日你會當享受到「全家歸主，全家得救」的喜樂，但
願咱在新的一年為這個異象來努力，求主賜福咱，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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