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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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 日(禮拜五)舉行「新春稱謝禮拜」，時間：9 點 30 分。
2 月 18 日(大年初三)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愛餐暫停一次)，時間：9 點 30 分。
2. 禮拜委員會訂本日(2/11)禮拜後於餐廳集合佈置會場，並召開委員會會議。請屬下
各組組長(員)出席參加。
3. 敬愛的吳富敏長老慟於二月五日於西雅圖蒙主恩召，追思禮拜訂於西雅圖時間
2 月 10 日(禮拜六)下午五點(台灣時間：2 月 11 日(禮拜天)早上九點)，在西雅圖
Mercer Is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舉行。求主安慰保守遺族（惠鈴、裕琳、肇裕）。
4. 教會備有春聯置於禮拜堂門口，請兄姐自行拿取（每戶一張）。
5. 「兩年讀經表」置於禮拜堂門口，請需要的兄姐自行拿取。
6.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年紀念冊。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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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日(2/11)舉行二月份月例會，適農曆春節前夕，將安排手工 DIY 製作春節應景
吊飾，歡迎姐妹們參加，名額限三十五名；參加者請自備：1.釘書機 2.釘書針。
時間：上午十點半；地點：長執會議室。講師：陳慧錦老師；主題：年節飾品簡
單作；司會：羅寶玉執事。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本日(2/11)舉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卓榮造弟兄。地點：1F 松年會館。
2. 二月份壽星：蔡串煉兄、林靜萍姐、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
3. 松年團契舉行泡湯靈修活動(10 人以上成行)，地點：東埔溫泉東光大飯店(二天
一夜)，費用：1000 元/人。時間另訂，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歡迎本會兄姐參加)。
4. 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已經開始練唱復活節的歌，請大家準時參與！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蔣雅姐、陳江美姐。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行「228 追思禮拜」，時間：2 月 28 日下午 2:28，地點：台
中公園更樓前。
2. 「2018 年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
，時間：4 月 21 日(六)，地點：柳原教會。
費用：300 元(現場繳費)，請向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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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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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花蓮地震傷亡人員及救護工作代禱。
3. 為洪伯宗牧師的遺族代禱。
4. 為吳富敏長老的遺族代禱。
5. 請繼續為何國瑋與何建凱兄弟捐肝手術後復健代禱，兩人均已出院回家休養。
6.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
兄、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陳增隆兄、
林義耕兄、許瑞源長老、卓聖耘弟兄。
＊本週金句＊
(台語) Lín nā siông-siông tiàm tī góa ê tō-lí, chiū chin-chiàⁿ sī góa ê ha̍ k-seng ; Lín
beh bat chin-lí, ia̍ h chin-lí beh hō͘ lín chū-iû..（Iok-hān 8:31b-32）
恁若常常踮佇我的道理，就真正是我的學生；恁欲識真理，亦真理欲互恁自
由。（約翰 8:31b-32）
(華語)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
得以自由。（約翰8:31b-32）
＊下週金句＊
約翰 10:27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週(2/17)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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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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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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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2/18

陳祐陞

願耶和華的名
為聖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21

蕭仁維

尊重生命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創廿二:1~18

7

71
56
510

尼西亞
信經

出埃及記20:13

4

282,297,511

同上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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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2/11(日)

2/12(一)

2/13(二)

2/14(三)

2/15(四)

2/16(五)

2/17(六)

經節

太 16-17 章

太 18 章

太 19-20 章

太 21 章

太 22 章

太 23 章

太 24 章

＊上週講道＊
【主欲使用你】

徒廿二:1~15

陳祐陞牧師 2018/2/4

使徒行傳 22 章是使徒保羅第三次海外宣教回到耶路撒冷，受掠時站在羅馬兵營樓
台上對百姓群眾所說的一篇講道，在遐來見證他自己生命會有 180 度的轉變是出佇上
帝的揀選。咱每一個人受神的呼召的過程都不一樣，有的人出世就是在基督教家庭，
有人是初代信徒，這都不重要，在信仰上重要的是你與上帝的關係建立得怎樣，你與
主的關係是不是愈來愈親近？這才是重要的。今早上咱欲對徒 22 章來看一個主題「主
要用你」
，但願咱今天會當聽到主對你的肯定，閣一遍接受他欲互你的使命。請咱打開
使徒行傳 22 章，在此咱欲來思考三個問題，一、上帝可能在你沒想到的時間點來呼召
你。二、上帝可能用你所想不到的方法來呼召你。三、上帝也可能交託互你從來不曾
想過的使命。
一、保羅是在他自己掠做最有自信、最驕傲，充滿權勢之時，上帝的呼召來臨到
他。當時他絕對不相信耶穌是神，是基督、是彌賽亞，因為他有權有勢，閣對猶太公
會申請公文，四界去掠信耶穌的人。他看起來親像一個得勝利者，在周圍沒有人能夠
來阻擋他，總是想不到當一個人掠做自己很對，很能幹，很權勢的時，卻是走在一條
錯誤的道路，在此上帝很清楚互我一句話，
「有時咱掠做自己很有自信，所做的很正確，
卻是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這是真的很悲哀的一件事。」一個美國宣教師受派到日本
沒多久，有一次開車，頭前後面的車攏在對他按喇叭，原來是他忘記在日本要駛左邊，
人若走在錯誤的軌道是真正危險。咱每一個人來到世界是在走向上帝方向的軌道；是
為上帝國度來活的道路；是愈來愈親近上帝的道路，總是有許多人甚至是基督徒方向
走了呣對，不是為上帝國度來活，是為著自己的生活來活，親像一台機械一直 24 小時
在運轉，為生活來工作，為吃飯三頓來工作，不是往上帝的方向來行，沒有永生的盼
望，與上帝的國度無關係的，一直到有一日當人生命結束之時，你的生命沒帶出任何
的目標與意義。錯誤的道路，走不對方向是何等可怕之事，這種代誌有可能發生在咱
任何人的身上，當保羅掠為自己替上帝做事，很對，正義的化身，卻是走在一條與上
帝抵擋的道路，但是上帝的恩典與憐憫卻是佇遐等候他，上帝有時候不只揀選那些乖
的、聽話的、溫柔的，上帝有時也揀選那些個性很倔強的，行為很極端的人，親像保
羅這種人，是一種與我不同的我就給掠來下監牢；與我不同我就不與他們往來，劃清
界線。這是當時的保羅。在保羅全然想不到的時，上帝就用上帝的方法來臨到他。咱
回想咱一生所經過的道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的憐憫，咱不知何時就迷失在這個世界
了。希望咱會當回來佇上帝恩典中，這位創造咱也疼咱的上帝，只要你信靠他，伊一
定會繼續引導咱前面的道路。
二、上帝常常會用人想不到的方法來選召你。在保羅最得意欲前往大馬色掠這些
信耶穌的人，上帝從頂面用光來照他，聖經說那個光從天上發出，在四面照他，是一
個警告的光，而且是漢呢強的光，保羅就跌倒在地裡，從一個最有自信的人，成為一
個最沒盼望的人。上帝很多時陣向咱發出光，咱要有警覺性，保羅互那道閃光擊倒跌
在地裡，當他想爬起來的時才發覺自己已瞎眼，這是他從來不曾想過上帝欲使用的方
法。在咱一生當中，當你遇著這種情形的時，上帝的恩典與憐憫猶原在遐，有時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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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欲對你說話，講好多次你呣聽，伊就用特別的方法來臨到佇你，用光來照你，用尚
大的打擊來打擊你，互你重新來思考二個問題，這二個問題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二個問
題，第一個問題是「主啊！你是是誰？」第二個問題「主啊！我當做什麼？」我希望
你會當常常來默想這二個問題，我相信你也會感覺這二個問題是咱人生中最重要的二
個問題，沒有這二個問題，你的人生不知欲怎樣走下去，沒有這二個問題，你的人生
不知欲按怎活下去。
「主啊，你是是誰？」
「主啊！你真正是神嗎？」
「你是疼我的主嗎？」
你是聖經所說「那位降生為我來死的主嗎？」
「你是那位在歷史上一直在證明你是至今
仍活著的神的嗎？」
「主啊！你是誰」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問一次就夠額，也不是當你受
洗的時回答一次就有夠，這個問題你要繼續問下去，直到你會當很清楚來認識這位上
帝，他是一位真正疼你的真神，他是為著欲拯救咱脫離撒但的權柄來為咱死的神。咱
教會在社區存在已經 120 年久，咱中間有人在這間教會已經聚會很久，有人是這中間
慢慢加入的，我相信咱的信仰攏是在進步，你與主耶穌的關係也是在進步，咱要愈來
愈認識伊，我們的服事才能更有力量。
中國這百年來有二位最偉大的傳教者，王明道牧師與宋尚潔博士，二人出生是差
一年，二人都互上帝大大來重用，王明道牧師受共產黨關監 25 年，共產黨給他說「你
若否認耶穌，說這個上帝是假的，阮就放你出去。」王明道牧師堅持疼主到底，活到
九十幾歲。宋博士父親是牧師，他只有活到 43 歲，他在美國得到化學博士，在他回來
中國之時，在太平洋上將他的博士文憑丟入大海，因為主的疼感動他，他知道他一生
的目標就是欲為主來活，欲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上帝果然大大來使用他，他為主做
工的時間，只有 17 年，在 1936 年來台灣佈道時，有來柳原教會。在台灣早期因為他
來信主的人真正多，影響力到今還存在。上帝用不同的方法來選召人，今仔日主可能
在你身上有很大的使命，他要你來想一個問題，「主啊！你是是誰？」我做基督徒 5
年、10 年、20 年，是按怎到今日仍然沒有將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主啊！你是是誰？」
今日復活的主，在世界逐所在仍在行奇妙的事。
保羅當他跌倒在地裡時，他再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主啊！我著怎樣做？」我著做
什麼？兄弟姐妹，上帝若在你的生命有一個偉大的計劃，你是不是欲要知道那個計劃
是什麼？你是不是要那個計劃成全在你身上？上帝欲互你的計劃有時陣是你所想像不
到的，親像保羅沒有想過上帝使他成為外邦的使者。保羅小時候互他父親從大數送來
耶路撒冷，接受猶太人宗教教育，後來，又跟隨當時法利賽教派律法權威加瑪列， 與
他學習律法，在保羅心中他盼望將來能成為一個猶太社會中一個偉大的拉比，或是猶
太公會的議員，他從來未曾想到主欲使用他，是用不同的方法來使用他，互他從掃羅
成為使徒保羅。在我 46 歲讀神學院以前，我也不曾想過欲做牧師，大學畢業後上班也
上得很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想到上帝對我的計劃是成為牧師，婚後，阮二人有三項約
束：一、在教會為主盡忠做工，不推辭；二、盡力奉獻；三、疼傳教者，只有三項。
總是當上帝的呼召來臨時，我只有順服，1994 年太太與二個囝仔移民去美國，1996
年我辭掉工作進入台南神學院，三年中間我學習最大的功課，即是信心與順服，上帝
用人想不到的方法來選召咱。兄弟姐妹！我一直感覺上帝做的工很細膩，伊若欲使用
你，伊一定為你備辦。上帝欲使用保羅就為他預備什麼人？亞那尼亞，用亞那尼亞來
幫助保羅，這叫做連線，上帝就是常常做這種奇妙的工作，保羅還未進城，上帝已經
對亞拿尼亞說話：
「起來，去找一個叫做掃羅的，你要為伊祈禱，我欲用他。」這叫做
上帝的連線，你要相信上帝會為你做這款的代誌，你欲成做上帝的器具，你不必靠人
的方法，用關係、圖謀在那打拚，上帝只有要求你代先順服，他已經為你備辦好勢，
保羅就照主的吩咐入城，亞拿尼亞在遐為伊禱告，禱告完眼睛打開，真正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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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興奮的代誌。
三、上帝欲交互你的使命常常是你不曾想過的。保羅原本是一個徹底反對耶穌的
人，上帝竟然使用他成為外邦的使徒，在萬人中來見證耶穌是主、是基督，保羅果然
成為上帝的器皿，在萬百姓中為主做見證。兄弟姐妹！上帝欲使用你，他欲交互你想
不到的使命。在神的國度雜誌中曾報導 20 世紀末上帝興起一個人在非洲做大事，他是
一個德國人，中文名翻為邦永康，這個 Ban．K 牧師是在 9 歲信主，信主以後上帝的
靈與他同在，他就常常與另外一個同學二人到森林內訓練講道，對樹林來講道。他膽
量較小，聲音也小，講道起來不像一個牧師，另外那個同學講得很好，就問他說：
「你
講道這麼小聲，以後豈會當成為牧師？」總是他相信上帝一定會互他成為牧師。17 歲
的時，有一日，上帝在他眠夢中互他看到一幅非洲的地圖，上帝的話臨到他「非洲欲
得到潔淨，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17 歲的時他就很清楚，上帝欲使用他到佇非洲，
他就往這個方向備辦等候。今天他在非洲所做的宣教事工真正是互人感動，不是向一
一千人、 一萬人講道，是向二、三十萬人講道，照出來的相片是在大的廣場幾十萬人
在遐聽他講道，上帝的靈臨在佇整個會場，每個人都受吸引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
大大興起他在非洲的宣教事工。
親愛的兄弟姐妹！我一直相信上帝也有互咱柳原教會特別的使命，不論咱有什麼
困難，上帝仍然欲繼續使用咱，咱要用異象及使命感來接受上帝欲互咱的託付，用國
度觀念來看困難，咱就無驚惶，但願上帝堅固咱，通過今天的信息，鼓勵咱起來，最
後我欲用幾句話來做此篇信息的結束。
1.接受上帝的呼召，相信上帝憐憫的疼，也相信上帝的能力。
2.順服上帝的帶領，互上帝委任，你我都可以有份在聖工。
3.聖靈在咱中間欲成就咱想不到之事，用信心、來接受主的呼召，來完成主互咱
的使命。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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