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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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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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7/7)為「文字傳道奉獻主日」
，由李敏功牧師前來本會報告並主禮一、
二堂禮拜，請大家共同關心文字事工。
2. ★下週主日(7/7)第一堂禮拜後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同工出席參會。
3. ★請會友 11:00 後將車子從地下室移至 1F 廣場，需清掃及佈置兒童夏令營場地
4. ★本會第五期第 4 堂課於 7 月 5 日(五)晚上 7:30 上課，請學員準時參加。
5. ★設教 120 週年紀念冊預計於今年感恩節前出刊，請尚未繳交文案、相片及家庭
照者於 6 月底前繳交完成。
6. ★本會何宗霖弟兄於 6 月 23 日傍晚蒙主恩召，7 月 4 日(四)上午 8:30 佇東海火化
場舉行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7.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
領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1. 本日(6/30)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加拉太書 5 章 1，13~25 節。
2. 6 月 30 日禮拜後 10:40 召開夏令營會議，請同工們出席參會，地點：2 樓 A 教室。
中餐後 12:30 邀請各團契及有時間留下的會友一起打掃及整理夏令營活動場地。
3. 「柳原暑期兒童營–愛，分享」，時間：7 月 1 日(一)~5 日(五)17:30~21:15。
二、家庭團契（會長：許庭魁弟兄）
家庭團契 7 月 7 日(日)邀請施義賢醫師演講，題目：「超老年社會的因應」。
地點：1F 松年會館。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本主日(6/30)禮拜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團契兄姐請於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松年教
室練唱詩歌。邀請團契兄姐参與服事，同頌主恩！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邱一雄長老。
五、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本主日(6/30)禮拜有手鐘服事，歡迎主內弟兄姊妹、慕道友邀請親友蒞臨欣賞。
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7 月 10 日(三)~13 日(六) 13:30~20:00 舉行音樂營。
2. 7 月 13 日(六)19:30 舉行「愛與祝福」為小腳丫慈善演唱會，19:00 免費入場，
受贈單位：勵馨基金會。
七、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男聲合唱團下次練習 7 月 6 日及 7 月 27 日練唱，請大家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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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
下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
友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九、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誠摯邀請姐妹們的加入，有知性分享、創意 DIY、預防保健、見證分享、靈修之
旅…
婦女團契：每月第三主日 10:30~11:30，
頌聲合唱團：禮拜後練歌 10:20~10:40，於第三主日獻詩。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埔里教會訂本日(6/30)下午 3 點舉行第八任牧師–林敬順牧師牧會盡程退休感
恩禮拜。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3.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夏令營同工訓練」，時間：7 月 6 日 09:30~17:00，
地點：郇城教會（大里區成功路 87 巷 10 號）
，費用：300 元/人（含餐點、教材、
保險），報名詳洽：(02)2362 5282#211 姚信慈小姐。
4. 「2019 暑期聖經攻略營–路得記」
，時間：7 月 8 日~11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
院，費用：2500 元（5/31 前享早鳥價 2000 元）。對象：(1)學生組：小四~高三
應屆畢業生，(2)門徒組：大專、社青。網路報名系統 https://bit.ly/2HR1iv1。
5. 台中中會訂 7 月 2 日(二)09:30 於神岡教會召開第 89 屆秋季議會。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14~7/12）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3. 為何宗霖弟兄的遺族代禱。
4. 為劉芸溎姐妹右眼眼角膜移植及雙眼白內障手術順利代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邱一雄長老、
莊水發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羅寶珠姐、張高端姐、。
＊本週金句＊
(台語) Iâ-so͘ kā in kóng, Góa chiū-sī oa̍ h-miā ê piáⁿ; chiū-kūn góa ê lâng koat-toàn bōe
iau, sìn góa ê lâng éng-éng bōe chhùi-ta. (Iok-hān 6:35)
(台語)耶穌給講：
「我就是活命的餅。就近我的人，決斷 枵；信我的人，永永
嘴乾。。(約翰 6:35)
(華語)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約翰 6:35)
＊下週金句＊
詩 91:14
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 08:10 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
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7/6)早禱會由王惠玲執事分享。
＊週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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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6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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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9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6/30(日)

7/1(一)

7/2(二)

7/3(三)

7/4(四)

7/5(五)

7/6(六)

經節

箴 12

箴 13-14

箴 15-16

箴 17-18

箴 19-20

箴 21-22

箴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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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李敏功

基督徒的反省

馬太福音25章
41~46節

10

2、576、386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7

李敏功

基督徒的反省

馬太福音25章
41~46節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10

陳正雄

主的日子

雅各書五:1~9

28

428、246、40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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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1-16

鄭宏輝牧師 2019/6/23

教會不在於滿足與討好信徒，信徒更不是觀眾與消費者。今天教會、信徒一方面
太易於在乎追求自我，一方面又熱衷在乎一時的果效。
※回到基本點：建立基督的身體。
一、以弗所書的主題：保羅說神在祂子民的身上有一偉大的計劃，
◎使我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祂應許給我們的產業有何等的豐盛，
◎祂在我們身上所運行的大能是何等大。
盼望、豐盛、大能，這不是從人的意念，更不是已經和定型，而是成長、變化、
增長；也不是於個人，而是彼此連結、相助接應。以弗所 4:11-12 神所賜的有使徒、
先知、傳福音、牧師與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不要一直停
留在嬰孩，不停留於自己，不受騙、更不受限於軟弱和世俗。
神所要成就的傳揚福音的人，不在人世、在缺乏、在慾望的拚死拚活。
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不是數字的增長,信徒也不是生產工具，不是行銷業務，
而是更大、更深長成基督的生命與身量，在時間的進程中、寬度的延伸中、深度
的進深中。
神要：1.建造：建造於基督的救恩
2.牧養：牧養於與基督的連結
3.教導：教導有基督的形象
我們要徹底放下自我的意願與選項，用心去體會、領受神的心意和用意。神應許
在愛心、真誠中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各按其職、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新約
中保羅的 13 封信，從羅馬書到腓利門書，無論寫給教會或個人，每封信的開頭，自稱：
僕人、使徒、傳福音的→身份、頭銜、工作。
※一切從神而來、※神要成就、※神的呼召→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最重要從上
帝的救恩認識自己。
三、建立基督的身體：禮拜、真理、相交、服事、宣教
A. 榮耀歸神，以敬虔敬拜為核心的宣教→個人、團契、每天
B. 渴慕且落實聖經真理的教導：深、寬、高
C.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生命的相交
D. 外展的連結：社服、社區
E. 每位人力成為資源：不可成為負面的捆綁，一起建構願景、核心價值、召募訓
練、委身差派
F. 硬体配備與軟体配置：足用、修繕、前瞻、美化
G. 參與且正確美好的財務奉獻：合乎聖經教訓、信仰態度→現況與展望
建立基督的身體：柳原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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