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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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一堂禮拜後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同工參加。
2. 下週主日(5/10)為母親節暨設教 117 週年感恩禮拜，一、二堂合併舉行，請名
譽牧師洪伯宗主理，時間：上午 09:30。
3. 2014 年度的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4. 請禮拜天無法參加主日崇拜的兄姐，能參加週三晚上週間禮拜。
5. 本主日(5/3)花材由蔡文華長老奉獻。
6. 5 月 8 日(五)09:00 起教會進行全區消毒，當天不對外開放，圖書室休息一天。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潘陳敏姐妹、蘇宏霖弟兄。
2. 有需要前往探視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公
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二、服務委員會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4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5 月 10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張瑄樵、張碩恩、王苡蓁。
大專院校–蘇凱琳、何建凱、王苡融。
三、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松年部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大會，日期：5 月 29 日(週五)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
午 2 點。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電話：2386-3322）。
四、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傳道靈修組訂於 5 月 16 日(週六)上午 09:00~12:00 舉辦避靜靈修會第三場先修培
訓課程–講師：嘉義中會林子內長老教會蕭瑞巧牧師，敬請兄姐踴躍參加，報
名請洽辦公室曾青美幹事（5/10 截止）
。
五、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5/3)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十五:1~8。
2. 5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5/3

盧金梅

張豐智/楊茗鈞

謝理明

5/10

高智雅

張豐智/楊茗鈞

劉雅玲/潘哲雄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郭柿娘

何秋萍

郭柿娘

何秋萍

六、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結束後練詩，第三週獻詩。請姐妹踴躍參與。
七、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2015 年手鐘團招募新團員，有興趣學習手鐘及有意願奉獻服事者，請向
簡安祺幹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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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慶祝母親節，本合唱團訂於 5 月 11 日(一)晚上 7:30~8:30 於本教會大禮拜堂
舉行感恩禮拜、見證及發表會 , 邀請兄姐前來參加，與所有的家長們共度佳
節，同沐主恩。(晚上 6:30 開始備有茶點，與家長們交誼 )
2. 每周一晚上合唱團練習時間 7:00~8:00，於松年會館有安排老師與家長們的分
享時間。5 月 4 日將邀請文華高中圖書館主任蔡淇華前來分享學生的性向與異
質力 (2014 年師鐸獎得主)。5 月 18、25 日將邀請東海大學幸福家庭推廣中心
張資寧、曾惠花牧師分享喜樂的人生與家庭生活。邀請各位兄姐前來參加。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中寮教會訂 5 月 31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60 週年暨林庭樂傳道師封
牧就職第二任牧師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傳道部訂 6 月 14~15 日(週日~週一)舉行第二次長執訓練會，地
點：6/14 磐頂教會，6/15：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主題：「新媒體宣教研
習會」
，費用：500 元/人，限 250 人，5 月 15 日前向王姐妹報名(02)2882-2370
轉 223。
3. 吉峰教會訂 5 月 17 日(主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7 週年暨周志亨傳道師封
牧就任第四任主任牧師、顏曉菁傳道師封牧就任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兒童夏令營–「耶穌陪我 Fun 暑假」
，時間：7 月 13~15
日，地點：埔里水頭山莊。費用：1500 元（5/24 以前優惠 1200 元），6 月
7 日截止報名。請洽成如慧傳道師 2201-6454。
5. 台中中會青年部【第 11 屆中中青少年探索營—告白】，時間：7 月 24~26
日，地點：謝緯紀念營地。費用：2500 元，請至 http://goo.gl/forms/Rs9eLi5ynF
報名。
6.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行【青年騎蹟 150】單車探索護照系列活動，時間：5 月
23 日(六)07:00~15:00，路線：柳原長老教會→大社長老教會（來回約
32km），費用：200 元。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ZXrZbvJ74v。
7. 嘉義中會過溝教會訂 5 月 31 日(週日)下午 3 時，舉行莊仁愛傳道師封立牧
師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禮拜。
8.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母親節聯合禮拜於 5/3（日）下午 2 點在大里教會。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郭柿娘姐、莊水發兄、楊蘇英妹長老（跌倒）、林義耕兄、
蘇宏霖弟兄。
2. 為主日學的增長代禱，請兄姐帶家中小朋友參加，關心子女的信仰傳承。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使這些兒童成為教會的祝福。
4. 為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代禱。
5. 為尼泊爾強震災難，援救工作代禱。
＊本週金句＊

Koh lán chai bān hāng sū saⁿ-kap lâi hō͘ thiàⁿ Siōng-tè ê lâng tit-tio̍ h
lī-ek, chiū-sī chiàu I tiāⁿ-tio̍ h ê chí-ì lâi siū tiàu ê. （Lo-má 8:28）
閣咱知萬項事相及來互疼上帝的人得著利益，就是照伊定著的旨意來受召
者。(羅馬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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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 8 時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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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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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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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5/10

洪伯宗

務要傳道

提後四:1~5

23

165、465、
柳原會歌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13

陳正雄

醫治的耶穌

路加十
三:10~17

30

448

同上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5/3(日)

5/4(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13:21~30 13:31~35

5/5(二)

5/6(三)

5/7(四)

5/8(五)

5/9(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3:36~38

14:1~14

14:15~31

15:1~10

1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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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在愛中漸漸長大】

弗四:1~16

陳正雄牧師 2015/4/26

咱教會在去年底的事工研討會，提出今年的教會主題：「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
。同時也在今年開始向這目標推動；每週六的讀經祈禱會。週一晚上兒童恩典
合唱團的練唱，並預定慶祝母親節舉行感恩禮拜，見證及學生的發表會。時間在 5
月 11 日(週一)晚上 6:30 開始與家長交誼。又有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門徒訓練（8 月至 10 月）。這些事工的推展已經有不少同工加入服事。
剛好今年又是台灣教會設 150 週年，一、二十年來台灣教會興起許多教會增
長運動。這些運動或事工的推動背後，到底是「人數增加」或是教會的「質與量
的成長」？
今我伏拜主面前
1.今我伏拜主面前，求主憐憫無時停。
求主復興柳原教會，俾他質量加愈多。
2.我要仰望主耶穌，日日跟隨祂腳步，
忍受艱難奮勇做工，報答救主的愛痛。
(和)哦，主！請聽，哦，主！出聲，
我要謙卑趁主聖旨意，服事愛祢。
從今早所唸的經文，保羅在以弗所書信中談到教會就基督的身體時，「祂是
頭；整個身體都倚靠祂，藉著各關節筋絡互相配合，彼此連結。這樣，當各肢體
發揮功用時，身體就會在愛中漸漸長大，建立起來」（弗四:15b~16）在這裡讓我
們看到，教會就像一個人的身體，是有機體。一個有機體的成長，需要生命每個
層面得到「健康」的滋養，這樣生命就得到成長。因此教會的健康，才是使教會
成長的關鍵，這樣教會就可以建立起來，成為基督的身體來事奉上帝。同樣保羅
在哥林多書信中也提到，一個身體有許多肢體：
「基督就像一個身體，有許多肢體；
雖然身體有許多肢體，到底還是一個身體。同樣，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或希臘人，
作奴隸的或自由的，都從同一位聖神受洗，成了一個身體，又咱也都從同一位聖
神來得到潤澤（而且共享這一位聖神）（林前十二:12~13）
健康的教會也是生命與恩賜平衡的教會。
「你們行事為人都應該符合上帝呼召
你們時所立的標準。…以愛心互相寬容，以和平彼此聯繫，盡力保持聖靈所賜合
一的心。」（弗四 1~3）教會生命的平衡就是「人與上帝生命合一」及「人與人生
命合一」的平衡；而教會恩賜的平衡，就是教會每個份子都按基督所分配的特別
恩賜分工合作，就是為上帝工作。在哥林多書信談到聖靈的恩賜更明確。
「恩賜有
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事奉有多種，卻是同一位主所賜；工作有多種，卻
是同一位上帝賜給每人工作的能力。」
（林前十二 4~6）
，也就是「惟有一個身體，
惟有一位聖靈，正如上帝呼召你們來享有同一個盼望。惟有一位主，一個信仰，
一個洗禮。惟有一位上帝，就是人類的父親。」（弗四:4~6）如此教會若健康了，
她就會在愛中漸漸長大，建立起來；這「愛」就是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
（約翰
三 16），目的是要準備上帝的子民為祂工作，建立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1.成全（裝備）上帝的子民。（12 節）
保羅所用「成全」或「裝備」
，原文就是在外科手術骨骼接肢或脫臼時調整骨
位。馬可一:19 則譯為補網（現代中文譯「整理」）。而加拉太六 1「如果有人偶然
4

犯了過錯，你們這些屬靈的人就要用溫和的方法「糾正」他。台語譯「歸正」
，這
告訴我們基本觀念就是將一件事或一個人調整到他該有的正常情況。在教會中的
同工，其功能就是陪伴兄姐，關心迷失，引導被尋回，使他們成為應該有的樣子，
其心態不是為自己，是受主所託付。在腓立比書信保羅提到差派提摩太到腓立比
教會，他就和保羅一樣為福音工作勞苦。同時也送回腓立比教會所選派以巴弗提
到羅馬陪伴保羅，一起工作，一同作戰。而他曾害病，因為上帝的憐憫恢復，使
保羅沒有遭受更大的憂傷。（參腓二 19~30）
2.為主工作就是建立教會的因素（12 節 b）
「來做是差用的工」（巴牧師譯）或「事奉的工作」（現台語）
初代教會在使徒行傳六 3「弟兄們，請從你們當中選出七位有名聲、受聖靈充
滿又有智慧的人，讓他們來管理這些事務」。同樣腓立比教會選派弟兄以巴弗提：
「你們選派他來幫助我，跟我一起工作，一同作戰。」現代台語譯：
「他是我的兄
弟，同工和戰友，在我需要時你們派他來服事我。」(腓二:25b)也就是告訴我們教
會各種事奉的工作，各部門同工所負責的，不是為自己，是主所託付的聖工。就
是路加所記僕人的責任：「當你們做完了上帝所吩咐你們做的一切事時就說：『我
們原是無用的僕人，我們所做的不過盡了本分而已。』（路加十七 10）
3. 對上帝的兒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才能長大成人（13~15 節）
二十多年前有位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博士霍華德．金森，他的畢業
論文題目：
「人的幸福取決於什麼？」發出壹萬份問卷。卷中有詳細個人資料，及
五個選項：a.非常幸福 b.幸福 c.一般 d.痛苦 e.非常痛苦。兩個多月收回五千多有
效問卷，只有 121 人，認為自己非常幸福。這 121 人再作詳細分析；其中有 50 人
他們的幸福感主要來源在他們事業的成功。另外 71 人有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婦，賣
菜的農民，公司的小職員，甚至有領救濟金的。這些職業平凡，沒有什麼社會地
位為什麼會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原來他們對物質沒有太多的要求。他們平淡自
守，安貧樂道，很享受柴米油鹽的尋常生活。這樣的調查，他論文的總結：這個
世界上有兩種人最幸福。一種是淡泊寧靜的平凡人，一種是功成名就的傑出者。
我認為你是平凡人，因為有耶穌的信仰–愛，在你心中，過得幸福的生活。如果
是傑出者，你因為事業成功而獲得另一種幸福。
因此後來留校任教，二十年過去，他獲得知名的教授榮譽。他把那 121 人又
找出來，花三個月時間對他們又進行一次問卷調查。當年 71 名平凡者除了 2 人去
世以外，收回 69 份。他們生活雖有些變化，但他們的選項都沒變，仍覺得自己非
常幸福。而那 50 位成功者的選項卻有了大的變化。只有 9 人事業一帆風順，仍選
非常幸福。23 人改選了「一般」
，16 人因事業受挫或破產，改選了「痛苦」
，另有
2 人改選了「非常痛苦」
。其結論：
「所有靠物質支撐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會隨
著物質的離去而離去。只有心靈的淡定寧靜，繼而產生身心愉悅，不是幸福的真
正源泉。
這也給我們一個啓示，教會的建立就是對上帝的兒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才
能長大成人，用愛心說誠實話。
但願我們從保羅所畫的一幅圖案。以基督是教會的頭，每個兄姐所行的都獲
得基督的指示；正如身體的每一部份都受到頭腦支配，永遠連結於耶穌基督。這
樣當各肢體發揮功用時，身體就會在愛中漸漸長大，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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