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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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日)第一堂禮拜中舉行第二期三福訓練結訓及授證感恩禮拜，請大家共同
關心本會傳福音事工。（三福證書授證名單：王文良、洪添裕、蘇美麗、
鄺豫麟、賴麗月、徐澄榮、陳慧錦、劉雅玲、劉美緻、卓榮造、何啓光）
2. 下週主日(9/4)第一堂禮拜 10:45 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出席會議。
3. 下週主日「聖經學院紀念主日」由向上教會戴碩欽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理一、二堂禮拜。
4. 2016 年「門徒訓練班課程」
，時間：9 月 2 日~10 月 14 日每週五 19:10~21:00，
共 6 堂課。9 月 2 日由胡忠銘牧師（高雄德生教會主任牧師、東南亞神學院神
學博士、台南神學院董事長、南神、玉神副教授）主講「禮拜的朝見與服事」，
內容有關如何參與禮拜及司會人員服事，請兄姐前來參加（長執務必參加）。
9 月 9 日起由鄧開福牧師（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現任台南神
學院新舊約神學副教授）主講「在應許之地的道路上」，請兄姐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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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成人主日學在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1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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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

何秋萍

卓啓煌/洪予恩、張以諾

許明暉

林靜珍

郭柿娘

何秋萍

9/4

高雅智

胡翠峯/陳皓衽

謝理明

盧金梅

劉雅玲

高雅智

二、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靈修旅遊，日期：10/20(四)~10/21(五)，額滿即截止。
行程：10/20 立康草藥博物館→大樹文化園區→夜宿高雄喜悅酒店。
10/21 搭小巴前往霧台→魯凱部落、伊拉部落→山地門。費用：3100 元。
三、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 9 月 6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 2016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典禮，
主禮：陳祐陞牧師，請兄姐關心、代禱，踴躍參加。
2. 上課時間：9 月 6 日~12 月 21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課程內容：
信仰與生活、保健醫學常識、才藝及康樂活動、生態旅遊、日語、社會新
知等。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9 月份第二主日(松年例會及慶生會)會後將改選明年 2017 年會長、副會長
及選出委員 7 名，請關懷長老列席參加，請兄姐關心代禱（參加人員有送
禮物）。
2. 「樂齡活力行動教室~經絡養生好生活」
，此活動由台中市政府主辦，YMCA
承辦，參加人數：限 15 名（已額滿），上課時間：9 月 5 日~11 月 28 日
(每週一)09:00~11:00，地點：柳原教會。已報名的兄姐請準時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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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誠徵：1.有唱歌恩賜的妳。
2.願意每週多半點鐘給主上帝的妳。
3.歡喜用歌聲服事上帝的妳。
符合條件的妳，請在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後到 2 樓練唱室來練歌。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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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300 元，請向
蕭仁維傳道報名。
2. 新平教會訂 9 月 18 日(日)15:00 舉行周主雄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 CPR 急難救助訓練，時間：9 月 10 日(六)08:40~12:00，
地點：草屯教會，9 月 1 日截止。請向鄭雅齡傳道報名 049-233 3393。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真愛幸福，時間：9 月 24 日
(六)10:15~15:30，地點：台中牛排館元太祖蒙古烤肉(公益路 2 段 242 號)，
費用：700 元，9 月 12 日截止，報名請洽 Line：cjhung0130。
5. 公義行動教會訂 9 月 4 日(日)15:00 於台中公園更樓前，舉行黃宗宏牧師就
任第二任牧師感恩禮拜。隨後舉行「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差遣感恩禮拜。
6. 忠明教會訂今日(8/28)15:00 舉行陳智勤牧師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2 日~10 月 14 日門徒訓練班，期盼有更多人受造就。
2. 為松年大學新學年有更多學生參與。
3. 為後壠子地段租約能更順利在近日簽訂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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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王雪雲姐、謝敏川牧師。
＊本週金句＊
(台語) Kèng-ùi Iâ-hô-hoa sī tì-hūi ê kun-pún, Bat hit-ūi Sèng-ê, chiū-sī
chhang-miâ. (Chiam-giân 九: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根本；識彼位聖者就是聰明。（箴言九:10）
(華語)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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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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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3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7~9/1 暫停）

黃金鈺、施碧珍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2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9/3)早上 08:10 禱告會由蕭仁維傳道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巴克斯特」，司琴：簡安祺姐妹。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28(日)

8/29(一)

8/30(二)

8/31(三)

9/1(四)

9/2(五)

9/3(六)

經節

代上
20-23 章

代上
24-26 章

代上
27-29 章

代下
1-3 章

代下
4-6 章

代下
7-9 章

代下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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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以弗所書
四:15~16

21

173
416
508

使徒信經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9/4

戴碩欽

有你，
我們會更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4

戴碩欽

有你，
我們會更好

以弗所書
四:15~16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9/7

胡翠峯

學習倚靠上帝

撒母耳記上
廿一:1~9

13

57、247、
512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10:12

＊聖詩探源＊
聖詩第201首 救主愛疼的聲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Lewis Hartsough(1828-1872)
作詞／同上
這首聖歌的詞曲選自1873年以前出版的"Guide to Holiness"成為英美地區奮興
佈道聚會，常用的詩歌。由Lewis Hartsough所作。每次吟唱這首歌，總會令人心
裡柔軟下來。恩主耶穌的慈愛和憐憫，表露無遺，甚至常常使人淚珠不禁潸然而
落。多少寶貝的靈魂，在這首歌中，投回救主的懷抱。有人說，佈道聚會或奮興
聚會，常常在製造氣氛，使人的情緒激昂起來而接受信仰。其實何曾如此容易呢？
人的新真是奇硬無比，連”大約翰”的鐵鑚，也無法鑽入。世上只有一把劍能夠
一斬剝開。那就是聖靈的劍，聖靈能剝開人心直入骨髓。倚靠聖靈服事神的人，
有福了。感情的亢奮終必平息下來，氣氛的誘惑也要失去魅力的。只有聖靈的工
作，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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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主耶穌請祢進來】

啓三:14~22

陳靜芬牧師 2016/8/21

前言：與主同桌，得飽足。與主共坐，享得勝。
親愛的兄姊大家平安，今天是中會教會與社會紀念主日，感謝上帝恩典互我
有這個機會，能夠在三一教會的母會和咱大家作伙來敬拜上帝分享恩典，也真高
興分享好消息，54 年前咱教會開設的三一教會，也於 9/11 在新烏日開設「三榮教
會」，去年總會宣教 150 年復活節-聖誕節九個月完成。就是將來大屯區第十間的
「三榮教會」，中會 79 間教會。感謝上帝祂的熱心親自來成就，也通過大家代禱
奉獻，在基督裡面共同興起宣教大使命。因為我們是同一個肢體，當我們與主同
坐桌、同行，就會得到飽足和得勝的喜樂，願我們繼續來完成主耶穌所交代我們
在地面上的大使命，讓萬民歸向主。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詩 90:4）
若不是昔日的信徒有對上帝來的異象，代代相傳，今天我們就無福氣坐在此領受
救恩，是！日子快過人會隨著時間來變換，但是上帝真理是永遠不會改變。我們
就要常常思想上帝給你給我活在世上的使命？
• 我們是不是有請主耶穌進入中間參與你個人、家庭、工作？邀請聖靈進入生
命作更新的工作？
• 回想過去的一年，你是不是因不同樣的挑戰，使你感到疲憊（牧師新的事
工、同工關係的磨擦，家庭問題，工作經濟困難、肉體病痛軟弱⋯）以致你厭倦
想要放棄離開？
• 親愛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記「你可以逃離教會、家庭、工作，卻逃離不掉上
帝的面有一天神要與我們「當頭對面」 。只有邀請主耶穌進來參與生命中的計劃，
通過聖靈引導，祂要做恢復的工作，使我們重新得力，你也將經驗著與主同坐桌，
那種飽足得勝的喜樂。
今天我們通過啓示錄 3：14-22 所讀經文，上帝的啓示藉著作者寫給 7 間不同
教會的信件，重新來思考上帝在咱的教會，以及我們每人生命中的心意與計劃？
並且再一次邀請主耶穌進入咱的教會。
背景：
1. 作者是拔摩的老約翰，主後 95-96 的 1th 後期。神的僕人（兄弟）
2. 啟示錄是聖經中非常奇妙的一本書，二～三章上帝靈通過老約翰
寫給亞西亞七間教會的信，其中 6 間教會得到聖靈的讚美與祝福
• 以弗所—勤勞、忍耐（2：1-7）
• 士每拿—富足、忍受困難（2：8-11）
• 別迦摩— 忠於信仰（2：12-17）
• 推雅推拉— 愛心、信心、服事（2：18-29）
• 撒狄 — 有效率（3：1-6）
• 非拉鐵非— 忠心（3：7-13）
唯獨我們今早所讀（3：14-22）老底嘉教會「一無是處」
受到聖靈非常嚴厲的責備，是什麼原因讓上帝說：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3:16）
親愛的兄姊就不要讓上帝生氣，將你來棄絕，就應趕緊請主耶穌進來，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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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主耶穌請祢進到 — 我們的教會
為何老底嘉教會被主耶穌棄絕？
照理講此教會是受祝福的，因老底嘉是小亞細亞中非常富裕的城市它是金融中
心、出產聞名的高級羊毛衫、且是製藥中心本營（眼藥著名）城外又有溫泉渡假
中心，任何角度來看，在此應該可以建立一個榮耀的教會，但卻被主責備，沒有
任何讚美的教會？原因：
1 .不冷不熱（冷漠）（v15-16)
老底嘉城外十公里處有著名的溫泉，經引流到城內以變成不冷不熱了。熱溫
泉有醫治作用，冷泉水令人舒暢（例泡湯情景）唯有不冷不熱的泉水，令人難以
入口，不僅乏味而且令人厭惡。
此處以「不冷不熱」來形容老底嘉教會的信仰狀態——溫吞吞、不熱心、來
得快去得快、萬事不關己、冷漠（例：敢採不敢喊哈利路亞、認為「上教會、盡
本份、回家後、就完畢」就是馬馬虎虎、若有若無。這樣的信仰是會消滅教會屬
靈的生命，竟然讓上帝想吐（v16)，各位，有什麼東西會令你噁心，一入喉嚨就
馬上吐出來？有什麼事會讓你噁心到奪門而出？我們看到耶穌對一間不冷不熱的
教會就是這樣。
反省：我的信仰如何？是否馬馬虎虎、似真是假、若有若無、不冷不熱，就
是虛有其名（幾代基督徒、長老執事）卻沒讀經，祈禱、沒有奉獻、沒有追求靈
命長進，沒有生命、沒有見證，只是偶而參加禮拜，過年過節參加聚會？
親愛兄姐，你是否瞭解這種信仰態度，在主面前將會有甚麼樣的後果？親像
v16「你即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2. 無依靠的心（v17a)— 我一無所缺
為什麼無依靠的心？答案是他們太有錢了，以為金錢可買到一切，自認什麼
也不需要，所以禱告會是死的，唯有當教會信徒感到需要神，禱告會才會是活的。
如果你不覺得需要上帝，就不會參加任何的禱告會，所以對教會的禱告生活，就
可以判斷出，信徒是不是有依靠神的心？
我想老底嘉教會的會友大部份是以惠顧消費的心態來上教會，711「歡迎光臨」
「大駕光臨」的態度，「我支持這間教會」彷彿神需要你，卻不是因為你能夠歸
屬一間教會而感到榮幸，說「這間教會支持我」。
各位兄姐，我們歸屬柳原教會是真榮幸，能夠藉著信徒相通，從基督耶穌來
享受愛與恩典。是不是咱有專心祈禱依靠主，不是依靠過去的經驗、傳統、以及
祖先留下來的一切？我們應感謝主，柳原教會是一間依靠主來活的教會，經過百
年信仰美好的傳承，應繼續生養眾多，願我們努力持守這個美好，一直到見主面。
3 . 自滿無知，世俗文化(v17b)
老底嘉教會信徒他們對於自己真正的情況一無所知，追求世俗的文化。的確，
物質生活的富裕，很容易讓人迷失，產生自信、自足、甚至驕傲。尤其讓人疏於
靈性的追求（不用上什麼門徒訓練課程、教會推動讀經計劃⋯時代變了還用手翻
聖經？科技發達，在家電視節目中的禮拜，音響比教會更好）
老底嘉教會，就是屬於這類型的教會，他們依然自以為是，自以為富足，因
此耶穌責備他們「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

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各位兄姊，財富不能為孤單憂傷的人買到安慰和友情， 財富不能買到幸福和
健康，任何想以財富來滿足他生命的人，都是靈性貧窮者。只有以信仰接受上帝
考驗的生活，才是富足的生活。請問我們是否如同老底嘉教會信徒一樣，雖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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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豐富，卻是靈性貧乏，卻又自以為富足？

「聖靈勸勉我們向祂買火煉的金子，叫我們富足。」v18
二、主耶穌請祢進到— 我們的生命（v20)
如果你要有富足豐盛的生活～就需要邀請主耶穌進來你的生命中。 為什麼
主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v20)
是不是耶穌要讓我們看見，祂沒進到教會，祂根本沒辦法進入我們的心門？
主說：「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
同坐席」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起來開門，那怕只有一個人讓耶穌進到他生命中，上
帝就必幫助那間教會改變，他自己也會因此帶來奇妙的改變。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耶穌不自己開門？而是站在門外叩門？
因為主尊重我們，祂從不強迫任何人，祂總是先敲門，如你開門祂就進來。我
在想為什麼人不開門？耶穌叩門，卻沒人來開門？ (v20)有可能是：
1.聽不到叩門聲：因太專注其他事（電視、忙於各樣活動、事工、旅遊、吵架
聲、專心於工作、滑手機…
2.害怕不敢開門：（例：窮婦人房租的故事）
•我們是不是也怕耶穌進來，會失落某些東西？
•祂會要求我們改變生活方式：金錢奉獻、服事時間失去自由、不能做破壞身體健
康（喝酒、抽煙、情慾等等）
親愛的兄姊，主耶穌來是要給我們東西，使我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3.不好意思開門：裡面太亂了、太髒
當主說「讓我進入你的生命」「不行，現在我裡面還很亂，不能，實在太亂，
再等一下， 有時你會說：牧師不行來我家，等新屋蓋好較乾淨⋯請問我們生命中
有多少空位請主進來？就是因為亂才需要趕緊讓耶穌來，只有祂最懂得如何清理。
請問你心門打開了嗎？耶穌基督是否已經進入我心中？還是依然被我排拒在
心門外？親愛的，祂仍繼續在叩你心門。你是不是願意開門請主進來？如何打開
心門？
三、打開心門，請主進來
1. 重新追求（v18)
耶穌基督指出老底嘉教會的軟弱，同時提出補救及追求方法
（1）購買金子：追求屬靈的財寶，就是明白神的話語、大量讀聖經（聽道）
（2）購買白衣：追求基督的公義，活出聖潔的生活。
（3）購買眼藥：醫治靈魂的眼睛，具備分辨的能力。
請問：我們是否用心追求屬靈的財寶，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們是否用心追求基督的公義，確實活出聖潔的生活？
我們是否追求心靈的眼睛，除去飛蚊症，以得著辨別諸靈的恩賜？
2. 接受管教（v19)
「我兒，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祂的責備」箴 3：11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祂必責備，正如父親責所愛的兒子」箴 3:12
「耶和華啊！祢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詩 94：12
請問：我是否體會過上帝的管教？當牧者用上帝的話分享時，是用什麼態度回應？
兄姐不要忘記，來自上帝的責備與管教，動機絕對出愛，而且都是為了我們的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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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側耳傾聽（v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上帝在每一個世代、每一個地方，都不斷向人說，向咱啓示祂自己，尤其藉
著祂的話語「聖經」讓人更認識祂，明白祂的心意。願我們每日藉著讀經，領受
上帝的話語來明白祂對你的心意？並且保持一顆謙卑敬虔、安靜的心來聽聖靈微
小的聲音？
（見證）有時上帝藉由苦難對咱敲門（2006 癌症手術、機會悔改）
經文：詩 118:17 我必不致於死、賽 57:18-19 我看見他所行的道，詩 126:5 流淚撒
種
結論：
我們的主耶穌依然站在門外叩門，我們是否和老底嘉教會信徒一樣？如果不
讓耶穌進來我們教會裡，進來我們的生命中，那麼事實很明白，這間教會就完了，
我們的生命也就完了。無論現在看來多麼健康富裕，其實是貧窮可憐的，瞎眼的。
所以要趕快打開門邀請主進來，祂要祝福你、保護你，我們不能再以不冷不
熱態度對待主、冷漠來敬拜主，我們需要再次來到主面前求主憐憫咱，赦免我們
的罪。
因為只有熱心事奉的摩西，才有可能引導成千上萬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也只有熱心事奉上帝的約瑟，才有可能從監獄走出來，成為埃及宰相。
主耶穌的雙手已經為我們釘十字架流出寶血，你豈忍心讓耶穌手繼續為了你來叩
門？
這幅「耶穌敲門」畫像使我們看到耶穌仁慈的形象站在門外叩門，祂要進來
與我們共飲食，祂要除去我們不冷不熱的信仰，重新點燃火熱的心為福音做見證。
祂也應允我們，正如祂坐在上帝的寶坐上，我們也要得勝並且和祂一起同坐席。

「得勝的人，我欲互伊及我同坐佇我的座位，親像我得勝，來及我的父同坐
佇伊的座位一樣。」啟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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