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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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今日本會陳祐陞牧師為「文字事工紀念主日」前往南崁教會講道並請安報告。
2. ★本會訂今日(7/15)檢帳，請各單位備齊 2018 年 1~6 月份的傳票、簿冊受檢。
今年度檢帳員：廖淑玲、蔡憲仁、顏美玲、陳麗惠。
3. ★本會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舉行柳原教會 120 週年慶演唱會，演出內容：兒童神
劇–「創世紀」。時間：7 月 21、22 日(週六、日)19:30。請兄姐踴躍參加。
4. ★下主日(7/22)為「紅香教會主日」，由林如珠傳道主禮第一堂禮拜，何國誠牧師
主禮第二堂禮拜。
5. ★本會梁祈錫執事於 7 月 6 日蒙主恩召，享年 81 歲。訂 19 日(四)上午 09:30 於台
中市東海火葬場舉行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6. 2018 年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有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7. 今年海外宣教日期為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將與嘉義浸信會至緬甸東枝舉行義診
及短宣(本會負責)，期間亦前往東尼學生中心關心山區貧苦兒童生活，請大家為
此代禱。
8.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擬開始啓用新聖詩。因總會聖詩編輯委員尚未修編定案，
仍可繼續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硬皮$290/本，軟皮金邊$350/本，每戶補助$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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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可福音六章 14~29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七月份第五主日(7/29)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服事，請松年團契兄姐在
7/15、7/22、7/29 等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於松年團契教室練唱詩歌。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日(7/15)舉行例會，主理：張榮璋弟兄，司會：黃金鈺執事，題目：「夏日芳
療&精油無痛刮痧」。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2. 【第三季壽星】張連香、鄭純珠、阮淑卿、盧金梅、程玉珍、王惠玲、胡翠峯、
詹淑靜、劉淑姝、葉美玲、林碧霞、李鳳珠。願上帝祝福滿滿，生日快樂！
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聖歌隊 21 日練唱時間提早 18:00 到，有提供便當！請結束練唱後參加恩典合唱團
話劇公演！請大家踴躍出席！
五、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1. 花材認捐表貼在禮拜堂大門入口內（古蹟禮拜堂也有），每週 1500 元，歡迎兄
姊踴躍認捐填寫，無填寫在表內有臨時要奉獻的也很歡迎，願上帝感動你！
2. 感謝上半年為主日花材奉獻的人，願上帝都記念並加倍賜福！
六、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一名，值班時間：每週六上午 9-12 時，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
留下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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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鄺豫麟夫婦、唐建謀弟兄。
八、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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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彩繪幸福聯誼」，時間：9 月 1 日(六)，地點：台中
谷關，費用：700 元/人(含中餐、餐盒)，早鳥 7/25 前報名每人 500 元。網路報
名 http://t.cn/RrWzfjp，8 月 6 日截止，詳洽洪秀貞 0928 657 790。
＊代禱事項＊
1. 為蕭傳道的家庭及未來教會事工，服事的道路來祈禱，求主賜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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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梁祈錫執事的遺族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kng ê kiat-chí chāi-tī it-chhè ê hó kap gī kap chin. (I-hut-só.5:9)
(台語)因為光的結子在佇一切的好及義及真。（以弗所 5:9）
(華語)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以弗所 5:9）
＊下週金句＊
以弗所 5:1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7/21)由葉美玲執事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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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7/15(日)
申
32 章

7/16(一)
申
33 章

7/17(二)
申
34 章

7/18(三)
徒
1-2 章

7/19(四)
徒
3-4 章

7/20(五)
徒
5章

7/21(六)
徒
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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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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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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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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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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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7/22

林如珠

感謝上帝的好

詩篇 118:1~6、
28~29；
腓立比 4:6~7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22

何國誠

鹽和光

馬太福音
5:13-1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25

耿明德

人所想的？
上帝所要的？

士師記
7:1~8

15

152、197、512

同上

＊上週講道＊
【互厝邊歡喜】

羅十一:1~5

蕭仁維傳道 2018/7/8

前言
七月是很好傳福音的月份，因為放暑假，很多的學童時間較充裕，可以參加活動。
我們的教會剛辦完一個禮拜的兒童夏令營，期盼在每年這段時間，撒落福音的種子在
這些孩童的身上。在這幾天的主題故事裡面，分享了許多早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這
一群人默默的用生命來回應信仰的故事。
詹金枝---一個在外人面前堅強、只有在禱告時能夠宣洩心中痛苦的女性， 她的人
生，就是二二八傷痕的化身。也是鳳林名醫張七郎的妻子以及其子張宗仁、張果仁的
母親。經歷二二八事件後，以信仰來堅定他的生命，維繫家庭的婦人。
毛碧梅---早期，台南沿海地區，因為地下水源受到砷(汞)的汙染，許多人罹患烏
腳病。後來許多基督教組織看見這樣的狀況，發揮助人的精神來到此地協助醫療。因
孫理蓮女士的號召，北門嶼出身的王金河開始免費服務烏腳病患的歷程，毛女士在耳
染目睹烏腳病患受到肉體及精神上的煎熬，不僅鼓勵王金河盡心盡力為他們服務，而
自己有機會也會接近患者，傾聽他們的心聲，以聖經裡的小故事開導他們，並教唱聖
詩，使烏腳病患者心靈有所寄託。
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生長於拿撒勒，擔當世人的罪，不惜被釘在十架上。
一生宣揚上帝國的福音。
井上伊之助---台灣山區宣教的代表人物之ㄧ；ㄧ位父親在日本統治的時空下，被
原住民殺害的遺子。當時正就讀大學的他，接到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後，在師友禱告的
幫助下，決心「愛仇敵」
，每天都為台灣的原住民禱告；後來接受醫療訓練後，有機會
到台灣山區來進行醫療的服務。在電影：賽德克.巴萊籌備之際，訪視霧社事件倖存者
才發現，這位井上伊之助，曾經協助過這些受難倖存者。
賈斯德神父（Fr. Karl Stähli，1937-2017），來自瑞士阿爾卑斯山北方的弗倫斯
（Flums）
，他自己曾說：
「我是瑞士的山地人。」30 歲那年，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搭船繞經非洲，暫泊香港，最後換船來到一個很陌生的台灣。這 30 年來致力於布農語
的傳曾以及族人的生活需要。因為理解山區資源的有限，一次某教會單位願意資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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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孩童學費至大學，他四處奔走，整理出 10 位孩童的名單，正要向單位回報後在次訪 ‘
視時，發現 10 名孩童已經被賣掉 9 名了，他含著淚述說著他的無助。但這個事件卻沒
有打倒他，反而成為神父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
這群愛神愛台灣這片土地的人，用著他們的生命，照亮、關心著身旁的人。讓厝
邊歡喜，有時候不僅是在物質上面的分享與給予，更重要的是讓對方的生命有喜樂，
這是生命深層的喜悅。
本論
經文的第一部分談到了信仰團體裡面彼此擔待的部份。信心堅強的人應該幫助信
心軟弱的人，並且來分擔他們的重擔；這樣的核心精神是：不求滿足自己。保羅特別
勉勵，在信仰團體裡面，要為其他信徒的益處著想，並且一同來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
互相幫助是信仰團體裡面很美的事情；透過關心對方的生命，來開始信仰的接觸；
這是許多人對於信仰的認識。在我們受召的團體裡面，讓這樣愛的氛圍在我們當中來
蔓延，是我們建造教會的要點之一。
「信心堅固的人，也要學習謙卑來堅固軟弱的人的需要。」這是一種從信仰裡反
思得到的覺醒。然而擔待並不是ㄧ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我們需要先放下自己心中的主
見；雖然很難，但卻仍需要去做。因為基督徒的標準是高的，在生活上，以克己利人
的精神來面對。
我們受召的信仰團體也是如此，服事教會時，以愛心為出發點的述說真理，以生
命的故事來成為過程。
第二部份的經文談到：基督並不求滿足自己，反而活出一個讓我們學習的榜樣。
「讓
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祂承擔當時宣道的所有壓力，被聖殿系統的人排
斥，被家鄉的人排擠；然而卻不變其心志。
而保羅也提醒我們：聖經裏面的話都是為教導我們而寫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
們能夠藉著忍耐，和聖經所給與的鼓勵而獲得希望。
在我們實際宣揚福音的過程中，一定會有挑戰，甚至是衝突。保羅在這邊提醒我
們，透過在忍耐中來思想，可成為一種內心的力量。所以，換個念頭，我們可以重新
思考：上帝要在這樣的事情上學習什麼？看見什麼？
並透過聖經的經文來成為我們的鼓勵與幫助。曾經有一個基督徒的節目主持人，
在訪談的時候，他說到：通常，他會看對方什麼時候先講出感謝主的話，來判斷這個
見證對他的生命有多少的影響。透過信仰的刻痕來寫下生命的故事。
基督徒的生活應該是如同耶穌所說：照神的指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但是肉體的
本性是相反；肉體的本性是追求快樂的。好比，若沒有醫學的證明，ㄧ般人大都是喜
歡甜的食物，但是過量卻對人體有致命的影響。在信仰裡面，我們可以了解到，有時
候的困難或處境，對我們的生命是有益的；這些苦境成為生命的養分。並在這些事上，
為了神的喜悅，成全人，而獲得榮神以及生命的喜悅。
最後一部分的經文提到：願那位賜忍耐和鼓勵的上帝，幫助你們有同樣的見解。
台語聖經講得很好，一樣的心，一樣的嘴唇；在合一裡面榮耀上帝。
我們的忍耐同樣有上帝的恩典與力量來支持著我們。雖然看見這樣的事情是失敗
的，但是仍然要有盼望來相信，上帝在背後的事情來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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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仰告白說的很好：通過愛與受苦，來成為盼望的記號這個記號就讓人認
出我們是基督的跟隨者。
在 2008 年 9 月，美國各大電視台、報紙，乃至網絡都刊登了一個 7 歲小女孩的巨
幅照片；這個叫凱瑟琳的小女孩，引起了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轟動。這是一個孩子救
孩子的故事。大約 12 年以前，凱瑟琳看到 PBS 電視台的記錄片，揭示了瘧疾在非洲
每三十秒鐘殺死一個孩子後，對非洲孩子的命運產生了強烈的同情心，她用一個平常
人的力量籌集了超過 6 萬美元的善款，從瘧疾的魔爪中拯救了近 2 萬個小生命，成了
一名為非洲兒童募捐蚊帳的「愛心戰士」踏上捐獻之旅。
【結論】
「作夥歡喜」
生命的快樂，或許可從許多美好的事物來獲得，但是生命的喜樂，卻是在生命的
深層裡發出的喜悅。在信仰裡所談到的是生命裡愛的分享；透過分享，我們彼此擔代、
彼此同欣、彼此接納。在地上成為有盼望記號信仰團體。
讓我們的鄰舍歡喜，分享生命美好的事物是第一步，但我們仍要有盼望來建造生
命的喜樂與鄰舍分享，並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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