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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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 12 月 28 日小會議決：續聘陳正雄牧師為本會協助牧師，任期 2015 年元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並行文總會傳福會及中會。
2. 12 月 28 日臨時會員和會議決：同意本會財團法人後壟仔段土地參與「台
中市政府土地整體開發計劃案」
。
＊通知事項＊
1. 本日(1/11)10:30 於小會會議室編列 2015 年度預算，請小會員出席。
2. 本會訂今日(1/11)補檢帳。請尚未檢帳的單位、團契備好傳票、簿冊於 10:30
送至 2 樓 A 教室檢帳（檢帳員：陳慧錦、陳育茹、林玉山、蘇宏霖）。
3. 2015 年起每週五晚上查經會改在週六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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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1 月 11 日(主日)上午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邀請王仁博長老信息分享。
題目：「基督徒」，歡迎兄姐參加。
二、婦女團契（王美莉長老）
婦契例會第三主日 1 月 18 日(日)上午 10:40~11:3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主題：「第一季慶生會～大家一起同樂分享上帝的愛！」。及 2015 恩典洋溢，
願我們的倉盈滿！能出各樣的糧食！願我們的羊在田間孳生千萬！
主領：副會長 陳慧錦執事，司琴：顧問 黃金鈺執事。會後 11:40 召開委員會
敬邀顧問及委員們出席討論事務！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1/11)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馬可一:4~11。
2. 下主日(1/18)10:30 於 2 樓 A 教室舉行教員會，請老師、同工出席。
3. 1 月份各班老師：
班別
幼稚級
初小級 中小級
高小級
事奉人員 盧金梅
陳育茹
劉雅玲
洪泰陽
四、培育組（組長：羅寶玉執事）
每週日於成人主日學中，請陳正雄牧師教導：如何說正確的台語及學習羅馬
拼音，請兄姐踴躍參與。
五、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本週探訪張以諾、陳維順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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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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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訂 2015 年 1 月 22 日(週四)09:30 於新平教會舉行第 85 屆春季議會。
2. 玉山神學院訂 2015 年 1 月 15 日(週四)上午九點半，舉行新建綜合大樓落成
感恩禮拜。
3. 新竹中會南崁教會訂 2015 年 1 月 18 日下午 3 時，舉行王齡偉傳道師封立
牧師暨就任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北中會訂 2015 年 1 月 12 日(週一)上午 10 點，於大稻埕教會舉行第 64
屆第一次議會暨總幹事蘇振財牧師就任感恩禮拜。
5. 台中二區訂 2015 年 1 月 15 日(週四)10:00 於向上教會召開二區區會。
6. 1 月 18 日(日)15:00 在向上教會舉行黃國書兄弟參選立法委員感恩差遣禮
拜。
7. 台中中會杏林教會訂 2015 年 1 月 18 日(週日)15:00 舉行黃雅惠牧師就任第
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郭貴美姐、張得祥兄、陳月娥姐、
李朝富兄、李鳳珠姐、黃清琦兄、張茂一兄、林義耕兄。
2.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順利招生代禱。
3. 求主復興柳原教會，互咱的質量攏加添，恢復以前的榮美。
4. 為每週六 08:10 查經早禱會更多人參與代禱。
＊讀經進度表＊（1/11~1/17）
日)
日期 1/11(日

新
眼
光

1/12(一
一)

1/13(二
二)

1/14(三
三)

1/15(四
四)

1/16(五
五)

1/17(六
六)

約書亞

約書亞

約書亞

約書亞

約書亞

約書亞

約書亞

8:30~35

9:1~27

10:1~27

10:28~43

11:1~15

11:16~23

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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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5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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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9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1/10)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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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所以，莫得為著明仔日掛慮，因為彼個明仔日伊欲家己掛慮；一日的艱苦佇
一日夠額。」（馬太福音 6:34）

Só-í bo̍h-tit ūi-tio̍h bîn-á-ji̍t khòa-lū; in-ūi hit ê bîn-á-ji̍t, i beh ka-kī
khòa-lū. Chi̍t ji̍t ê kan-khó tī chi̍t ji̍t kàu-g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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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陳正雄

藉著基督跟上
帝和好

出34:6~7
林後五:11~21

27

8、254A、
514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8

陳祐陞

教會發展的
省思

林後四:1~5

-

-

同上

陳正雄

人既然是罪
人，該怎麼
辦？

來九:23~28

13

239A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1

＊上週講道＊
【負起上帝揀選你的責任】

拉七:10~28

陳祐陞牧師 2015/1/4

今天是 2015 年第一個主日，也是長老教會進入台灣 150 週年，求主恩待咱，
互咱柳原教會有一個新的氣象，通過謙卑、趁主旨意來服事主。
今早上咱禮拜中有執事及團契機構首長就任，咱欲對舊約以斯拉第七章來
看，欲怎樣負起上帝揀選你的責任。
以斯拉是上帝所揀選，當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倫，古列王互倒轉來到耶
路撒冷的時，來復興以色列民族的心，重新歸回上帝。上帝常常使用人來參與在
他歷史的中間，你、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今天我所欲說的第一點即是咱著要準備
自己來接受上帝所欲互你的托付。在咱準備的中間最要緊的一項是什麼？以斯拉
受上帝揀召回來到耶路撒冷，用上帝的話語來奮起百姓的心，所以在七章 10 節說”
以斯拉定意欲講究耶和華的律法來行伊，閣將律例法度來教示以色列人。”以斯
拉有一個立志「我欲研究聖經，用上帝的話來導人歸主。」
咱教會今年三月中欲開始三福個人談道訓練，我相信咱很多兄姐，不曾也不
敢對人傳福音，有時是感覺對神的話語很生疏，訓練不夠，在三福訓練中間會很
有系統背一些聖經，經過訓練後，你與人談道之時，就很自然會曉用上帝的話來
與人分享，帶領人來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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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研究神的話語，即是用上帝的話來做工這就是以斯拉的角色。當他尚未
回到耶路撒冷以前，他就用心研究聖經，收集律法來查考上帝的話，看上帝到底
對咱說啥？我要用什麼話來分享給百姓？兄弟姐妹，在咱許多服事的中間有一項
最值得咱來做的就是發掘上帝的話語，將上帝的話語當做咱人生最大的裝備，對
上帝的話來得到氣力。
二、以斯拉用禱告來準備自己，在 8:21”彼時，阮佇亞哈瓦的河邊宣告禁食，
通互阮佇咱的上帝的面前自己謙卑”。以斯拉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來成為上帝的器
具，他深知人若無用心禱告在上帝的面前，就當成為上帝的器皿，所以在那禁
食、禱告刻苦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今仔日的世界需要這款願意為著救人的靈魂來
禁食禱告的人，當世間人都在追求世界的娛樂，享受的時陣，上帝的國度需要有
一些人，願意為別人來禁食、禱告。今仔日咱教會需要更加多人起來做祈禱的勇
士，用祈禱來振動上帝的手，從昨天早上開始每週六上午 08:10 查經禱告會，昨
天第一天 9 人參加，我希望有更多人來參加，共同為咱教會，咱的家庭，為你自
己來禱告，來加入禱告的服事。聖經給咱說這些願意為人代禱的人是好像在補破
孔，這個世界親像一片欲崩下來的墻，為人禱詞的人就是成為補破孔的人，來互
這個墻沒倒下來。
三、準備自己欲成為上帝器具的人，就是願意為百姓承擔罪的人。當以斯拉
帶百姓回來到耶路撒冷的時，有一些事互他很痛心，就是第一批回來的以色列人
與外邦人通婚，離開了上帝，失落純粹的民族血統，這個代誌互以斯拉非常痛
心，所以以斯拉為著這些人的罪，在上帝面前撕破衣服，撒火灰認罪祈禱，這些
罪不是他的，但是他為著別人的罪來付代價。咱欲怎樣成為上帝的器具？上帝會
當用什麼款的人？就是那些願意為著別人來擔罪的人，為著別人來犧牲付代價在
上帝面前的人，才會當成為上帝時代的器具在這個世界。
四、成為上帝的器具的人，一定要自己分別出來，有聖潔的生活。或許對一
些人來看與外國人通婚有什麼關係？總是以斯拉知道，上帝選擇以色列民族是欲
保存純全的民族性，是上帝所揀選出來聖的百姓。今天教會的青年人，你要
先承認你的身份，你是上帝所揀選出來分別為聖的百姓，你不可看輕自己，你要
選基督徒為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在台灣的社會，基督徒實在很少，若無你至少要
求主給你氣量，將你的另一半帶到教會來。咱曾看到有人因為信仰不同所帶來很
大的困擾，有的失去為主做工的力量，甚至來離開教會。但是咱也有看到一些因
為婚姻進入來教會，後來熱心，成為長老、執事，在教會服事做很美的事工，我
相信咱教會就有。
兄弟姐妹，上帝在今仔日的世界一直在找人來互他使用，今仔日的歷史是在
上帝計劃下面在進行。但魔鬼抵抗的力量也非常大，只有這些受分別出來的人才
有力量來阻擋魔鬼，互上帝的計劃會當進行，互上帝的旨意會當運行在這個世界。
我不知上帝現在準備你欲擔當什麼款的角色，在歷史的中間？邱吉爾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當世界很低迷的時刻，需要一個人來奮起英國百姓的精神，邱吉爾他
感覺上帝為他一生的準備就是為著這個時刻。當時他起來振奮英國人的心，建立
並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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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凱勒從小漢眼盲又耳聾，上帝為他準備一個人–安妮蘇利文，就是他的老
師，這個人來到世界的角色就是為成全海倫凱勒，使這個眼盲親像無盼望的女孩
子，會當去發掘他裡面的美出來，通過這個老師的愛心、教導與感化，使她成為
世界最有名的殘障教育家。咱攏是互相成為肢體，互相效力在這世界。
Joseph Thomas 是一個孤兒，在 1872 年出世在英國，七歲時父親去逝，九歲
又失去老母，6 位孤兒分散寄在親族的所在，到他九歲只有讀一年半的小學就必須
為生活，在外面謀生當童工，但是那知道上帝要揀選這個人來負擔一個歷史上的
角色。上帝就為他備辦幾個人來幫助這個孤兒，有一日他遇到一個水手，二人坐
在椅子上說話，忽然水手問他一個問題”Jeseph，你何時才欲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
救主？”當你聽到這句話時，馬上從椅子站起來，很恭敬站著說”我現在就接受”，
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機。這個孤兒因為遇到這位水手，這個人是負擔欲將耶穌
介紹互他的角色，在那日約瑟夫接受了主耶穌。第二、有一日，他去參加一場培
靈佈道會，是當時出名 Scogi 牧師主理，在培靈會中間喚起約瑟夫對聖經的愛慕，
他就在那個培靈會立志說”上帝啊，我做基督徒，我今天開始欲做一個歡喜研究聖
經的基督徒，互上帝的話來引導我一生”。對遐是他人生另外一個轉機。第三、上
帝又為一準備一個很有愛心的基督徒，看到約瑟夫這呢有心研讀聖經，就送他去
讀神學院，負責他一切的學費、生活費，在神學院得到栽培。對他進入神學院開
始有三項立志，就是一生欲為著三項代誌來活，1.欲研讀上帝的話。2.看重祈禱的
功效。3.欲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用這三項做他人生的目標。神學院畢業後他受派
到佇一間 chales 的教會，只有剩 35 名會友的教會，很衰微沒人欲去的教會，他說”
我來去”。一到就從打掃開始帶領一些兄弟姐妹來清掃，荒廢的教會，將上帝的話
語帶到那所在，到後來這間教會成為 2000 人的教會，一日有三場禮拜。當 Joseph
牧師去逝的時，那一天有 6000 人來參加他的告別式（禮拜）。一個孤兒，上帝為
他預備幾個人來成全，幫助伊互他負擔一個角色，在那個時代來拯救千千萬萬人
的靈魂。
今仔日，咱在此有 4 位執事、10 位團契機構首長就任，與上帝誓約，我相信
上帝要使用恁，只要恁肯將自己完全奉獻在主的面前。當恁將自己奉獻互主，互
主來使用的時，你的心會有絕對的平安與喜樂，因為只有當你為主擔負責任時，
才會真正發現到你人生的意義，求主幫助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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