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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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舉行聖餐聖禮典，請小會員提前於 08:30 召開小會。服事長老如下：
第一堂捧餅：謝理明、何中亨、卓孟佑、卓啓煌、廖寶蓮
捧杯：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余燕儒、蔡文華
第二堂捧餅：楊凱成，捧杯：洪添裕
2. 本會卓靜觀弟兄（卓啓煌長老的父親）於 8 月 3 日深夜蒙主恩召，享年 84 歲，
請為遺族代禱。
3. 台中中會教社部與性別公義部舉辦「幸福婚姻講座~兩性溝通」，日期：8 月
13 日(六)早上 9~12 點(08:40 報到)，講員：簡春安教授，費用：100 元（含講
義、茶點、便當）
，地點：柳原教會。8 月 11 日前請向草屯教會鄭雅齡傳道報
名，電話：049-233 3393。
4. 第二期三福受訓隊員共十一人，已完成第十二週課程，上課到 8 月 12 日全部
結束，預定 19 日(五)晚上 06:30 在松年會館舉行感恩餐會，邀請全體長執、
隊長、學員、禱告伴及此次受訓中決志兄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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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日)中午 10：40 在二樓 A 教室召開夏季學校及升級禮拜籌備會（備
有午餐）請主日學老師同工準時參加。
2. 本日(8/7)成人主日學在 1F 松年會館，內容：希伯來書十一章 1~16 節。
3. 本會暑期兒童營「愛在這塊土地上」訂 8 月 23~27 日 17:00~21:00 舉行，班
別：口琴班$1400、木琴班$1000、精油班$1000、超輕紙粘土班$1000~$1300、
舞蹈班$1000。請向辦公室報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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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何秋萍
何秋萍

胡翠峯/蘇凱恩、張以諾
胡翠峯/蘇凱恩、張以諾

謝理明
劉雅玲/潘哲雄

林靜珍
林靜珍

郭柿娘
郭柿娘

何秋萍
何秋萍

8/14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八月份第二主日後，將於一樓松年教室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詹淑靜
長老主理及信息分享，歡迎參加。
2. 八月份壽星如下：鄭純珠執事、阮淑卿姐妹、陳維順弟兄、卓榮造弟兄，
祝福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3. 會後召開委員會議，請松年團契委員務必出席。
三、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陳維順兄、楊罔市姐。
四、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頌聲合唱團還在招生哦，每月第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完練習，練唱室見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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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8/12)三福背誦福音講述及邀請決志，並填寫各項檢證表格，請所有學
員務必出席。
六、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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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台中．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我們恩典合唱團於 8 月 14 日(週日)受邀到台中浸信會參加主日崇拜並在禮
拜中獻唱台語詩歌。
2. 從即日起，第三期學員開始報名。訂於 8 月 21 日(週日)下午 3:30 舉行甄試
兒童班 : 幼稚園大班~小學六年級，每週一晚上 6:30~8:00 上課。
少年班 : 國中一年級以上，每週日下午 2:00 ~ 4:00 上課。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合神心意的敬拜生活」，講員：鍾芳珮，時間：8 月 7 日 14:00，地點：
水湳基督長老教會（北屯區平德路 115 號）。
2. 台南中會新化教會訂 9 月 4 日(日)15:30 舉行第十三任牧師陳毅哲牧師、助
理牧師吳純芳牧師授職典禮暨張立夫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3. 草屯教會訂 8 月 21 日(日)15:00 舉行黃勝富牧師就第十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國姓教會訂 8 月 7 日(日)15 時舉行陳立德牧師就任第三任牧師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第二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的學員能順利通過檢證代禱。
2. 為本會主日學「暑期兒童營」代禱。
3. 為今年學校畢業即將進入社會或高中、大學的學生代禱。
4. 為卓靜觀弟兄的遺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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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罔市姐。
＊本週金句＊

(台語) I ê chiàⁿ-chhiú ū tn̂ g hè-siū, I ê tò-chhiú ū hó-gia̍ h kap chun-kùi.
I ê lō͘ sī khoài-lo̍k ê lō͘; I ê lō͘-kèng lóng sī pêng-an.
(Chiam-giân 3:16-17)
伊的正手有長歲壽，伊的倒手有好額及尊貴。伊的路是快樂的路；
伊的路徑攏是平安。（箴言三:16~17）
(華語) 他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他的道是安樂；他的路全是平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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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12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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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8/7(日)

8/8(一)

8/9(二)

8/10(三)

8/11(四)

8/12(五)

8/13(六)

經節

耶 6-8 章

耶 9-12 章

耶 13-16 章

耶 17-20 章

耶 21-23 章

耶 24-26 章

耶 27-29 章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8/13)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張麗真執事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安妮．艾斯古」，司琴：陳慧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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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

蕭仁維

小女孩立大功

王下五:1~14

28

65
483
513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14

陳祐陞

蒙福家庭的
祕訣

詩篇128篇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8/17

陳祐陞

從苦難進入
豐盛(二)

路得記第2章

22

255、348、
513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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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上帝的戰士】

以弗所書六:10~17

何國誠牧師 2016/7/31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以弗所書六章 10 節使徒保羅勸勉以弗所教會的信徒：要倚靠主的大能，作個
堅強的人，使徒保羅如此語重心長的交待，我們不難看見以弗所教會眾信徒所面
臨的信仰挑戰，在他們的信仰旅程所要對抗的是邪靈，就是撒旦各樣的攻擊、破
壞、引誘及詭計，人是無法抵抗邪靈的力量，是無法抵抗魔鬼的詭計，因為我們
無法用肉眼看見它的存在，它會矇蔽你的心，讓你無法自拔，它會破壞你的生活，
讓你生活無趣，它會控制的意念，讓你行出違背良心的事…..，回想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行為，自己的信仰處境，是我們所願意的嗎？是我們所想要
的嗎？當然不是，但我們無法調整自己無法堅持自己無法掌握自己，因為那邪靈
在作怪，撒旦在完全的掌控你的心思意念。
在以弗所書六章１３節，使徒保羅一再強調，你們要以上帝所賜的武器裝備
自己，好在險惡的日子裏能夠抵抗敵人的攻擊，戰鬥到底，始終守住陣地。在這
裡使徒保羅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在面對每一日的時候都應該像戰士（基督的精兵）
一樣，時時備戰，並戰鬥到底，守住陣地。也許我們會問，為何要備戰？又為何
要戰鬥？我們又不是處在戰爭時期，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對
基督徒而言，我們一直是處在屬靈的戰場，我們的頭號敵人是撒旦，而撒旦所操
控的邪靈，是一個有力量征服教會的強大軍隊，它們用盡各種詭計要使我們離棄
基督，要我們返回罪惡之中，它們用盡各種手段要破壞屬於基督的兒女，成為沒
有盼望的未來。
一個軍隊如要打勝戰，精良的武器裝備是得勝的其中要件，而基督徒面對如
戰埸的環境，以及強而有力的敵人－撒旦，當然也必須具備精良的武器裝備，以
弗所書六章１４節～１７節記載：真理、公義、福音、信心、救恩、上帝的話、
禱告等等都是身為基督徒必須具備的精良武器裝備。是的，我們越是清楚神的話
語，了解真正的福音，透測真理，就如同我們掌握住了手上的武器裝備的功能，
並有效的運用來打擊敵人；當一個人穿上了公義就等於有了良好的生活品質，正
確的信仰觀，即使是不當言語的攻擊以及各樣的引誘，也動搖不了；完全的信靠
我們就有安全，也不會受到試探的引誘；在基督有救恩下，過去的罪惡得以赦免，
並且在末來的日子重新得力來對抗邪惡；基督徒要獲得每日的力量，就看在每日
的禱告，而這個禱告必須是經常的、必須是熱切的、必須是不自私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我都需要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來面對末來的日子，而
我們可不可以適當的運用上帝所賜的這些精良武器裝備，其實，只要我們維持與
神的良好關係；勤於禮拜、讀經、禱告、時常以感恩的心敬拜祂，我們必定上帝
最精良的軍隊。
讓我們再一次看清不好的情況，撒旦一直沒有停止攻擊凡是相信神的人，但
我們卻把這樣的情況視而不見，毫不在乎，我要分享的是我們為何相信主？我們
為何要成為基督徒？當我們可以不專心或者不積極來相信的時候，對我們又有什
麼影響呢？當我們是一個不完全的，不成樣的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可以向神交待
嗎？我要再強調的是，我們有沒有把我們所在的現在的環境，現在的世代當做是
屬靈的戰場，我們有沒有把撒旦當做是我們的頭號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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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以上的反省，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清楚，在屬
靈的戰場我們是戰場上的戰士，我們是基督的精兵，也就是說我們就是這個世代，
這個環境的守望者，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負重責，看見屬靈的氣息被撒旦佔據了，
我們應該抵抗，看見屬神的兒女流失以後，我們應努力托住，當一切不再有上帝
的祝福以後，我們應該努力獻上禱告的祭壇…
請安報告書(2016)
柳原與紅香締結姊妹教會，在福音事工上成為伙伴關係己有近五十餘年了，
要謝謝柳原教會無私的協助，願意的付出，對紅香教會在各項事工不斷的支援及
守望，讓我們能夠共同推動宣教的事工，擔起傳福音的工作。
今年是紅香教會設教六十週年，六十歲的教會不單在偏鄉部落殷勤為主作
工，盡心盡力讓主使用，尢其在都市紅香教會致力開拓教會，於去年(2015 年 8
月 29 日)在埔里設立了以便以謝教會，下個月以便以謝教會也即將屆滿一週年，
我們要感謝神，能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在信仰的旅程中相互扶持，更感謝神一直
以來的帶領及眷顧，讓我們經歷祂的作為，享受祂的恩典。
紅香教會安排於八月 20 日週六舉辦設教六十週年感恩禮拜，在此邀請柳原教
會共襄盛舉，特別邀請教會詩班獻詩同頌主恩。
六十歲的紅香教會，我們仍然背起神交付的使命，盡心盡力持續殷勤的為主作工，
尤其教會屋頂修建的工程，因漏水情況嚴重破壞禮拜堂也影響聚會。
屆滿一歲的以便以謝教會，同工們同心的付出，在各項事工逐漸的成長，特
別要謝謝柳原教會去年設立教會的協助。
但願，近半百餘年的姊妹情誼，伙伴關係，你我再繼續共同協力，在未來的
日子能夠再讓我們看見上帝的作為，經歷上帝的恩典。
＊聖詩探源＊
聖詩第 21A 首 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John Turnbull
作詞／J.H.Young( -1855)
作曲者，其生平無從查考，只知他是英國音樂家，至於調名所用的「Ｔorwood」
亦為古代英國之地名，早時的英倫三島多係小國聯邦政制，有很多的小國王或公
爵們戰敗後常被放逐到此地，所以有「Torwood Excommunication」(土屋，放逐之
地)之稱，歌詞配上詩篇六十三篇尚能與曲意相合。
作詞者先生，可說是位才華洋溢的熱情詩人，台語聖詩中蒐集了不少他的作
品，他原在香港其兄弟所設的醫院擔任助理醫師，Burns 看他可以擔任很好的醫師
傳道者，鼓勵他到中國大陸去傳福音，Young 感到十分興趣，便回答說：
『若英國
海外宣道會贊成，我就願意去。』1850 年跟隨 Burns 到廈門，首先學廈門話，並
幫助廈門一所學校從事醫療的工作，同時亦治癒了許多抽鴉片的病人。
1852 年時，他和一位自英國往廈門設立女校的小姐結婚，不到兩年，夫人就
逝世，留下兩個幼小嬰兒，這個重大的打擊使他得病，被送返英國，不久便病重
而死。
看到這一首聖詩，就回憶起小時候聽到教會長輩在吟唱這首聖詩的情景，當
他們搖頭晃腦，帶著濃濁的鄉土，低聲配合著曲調吟唱時，整個的氣氛便自然地
使人湧起親切的感覺，同時，也令人更容易去接受歌詞所表達的意義，”上帝真
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尋祂，思想思念不能得過，一目瞬久無離”。諸如此類的
辭句，我們愈唱，就愈能感受到我們與天父之間的愛，也但願我們無論處什麼環
境，都能從早到晚以天父的旨意為念，求祂每日保守帶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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