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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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三福訓練已進入第八週課程，預定上課到六月 22 日，六月 29 日舉行感恩
餐會，邀請體長執、受訓者、三福隊長及此次訓練中決志者參加。七月 1 日三福
主日禮拜中邀請三福中心主任前來授證。
2. ★本日(6/17)下午 3 時於本堂舉行余振源傳道師封立為東山教會宣教牧師，並派駐
大坪頂瑪喜樂紀念教會感恩禮拜，請大家共同關心與祝福。
3. ★本會王謝月仔姐於 6 月 9 日蒙主恩召，享年 82 歲，將於 6 月 23 日(六)早上 8
點 30 分於東海火葬場舉行入殮火化禮拜，並於下午 2 點於本堂舉行告別禮拜，後
安放於埔里十字園。願主安慰遺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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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幫助其
伙食費(每人一年 6,000 元，有 44 人)，請大家為此奉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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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成人主日學於地下室晴光雅座上課，內容：哥林多前書 5 章 6~17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日台語禮拜後 10:30 舉行六月份月例會，內容：「我真的“中痧”了嗎？」，
邀請到幽默生動的主講人：程玉珍醫師，為大家解析在炎炎夏日中，分辨自己或
家人是否“中痧”。精彩實用的內容，歡迎兄姐們參加！地點：1F 松年會館，司
會：朱昌美姐妹。
三、總務委員會電器設備組（組長：賴信旭執事）
古蹟教堂音響教學時間如下：6 月 23 日(六) 10:00，請有興趣的同工或朋友一起來
學習。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2017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6 月 20 日(三)上午 9:30 舉行結業典禮，主理：陳正雄牧
師。2018 學年度上學期訂於 9 月 4 日(二)舉行開學典禮。
五、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張玉旻執事）
六月 22 日(五)三福訓練，晚上 7:20 上課，主題：「處理反對/疑難解答」，講師：
陳祐陞牧師。
六、聯合團契（婦女、青年、少年）
「包粽體驗送關懷」活動已於 6 月 9 日(六)舉辦，本次活動計有 30 名契友參與，
共包 100 顆肉粽，帶其中 50 顆由契友親送給恩友中心每一位街友；感謝所有同工
的參與和付出以及牧長的關心，感謝恩友中心讓我們有機會一起分享，願一切榮
耀歸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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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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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開始)，意者請向圖書館
組或辦公室留下聯絡資訊。
八、社青團契
社青團契將於 6 月 24 日下午 1 時，於二樓 A 教室聚會。主題：繁忙中如何保持
身心健康？講員：施義賢醫師。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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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忠孝路教會訂 7 月 1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傅世賢、王愷傑、林美香傳道師封
立牧師暨分別就任牧育牧師、宣道牧師、音樂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六月 19 日(二)上午 10 點，於台南神學院禮拜堂舉行宋承祐傳道師封立牧師暨
就任台南神學院機構牧師授職禮拜。
3.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彩繪幸福–系列 3」，時間：6 月
23 日(六)~24 日(日)，地點：利巴嫩山莊，費用：1500 元，6 月 18 日截止。報
名請洽 Line：cjhung0130（洪秀貞 0928 657 790）。
4.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8 小組/團體帶領技巧訓練會」，時間：6 月 30 日
09:30~17:00，地點：向上長老教會，費用：400 元。報名網址 http://goo.gl/FZrqsq。
5.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時間：6 月 23 日(六)09:00~
12:30，地點：忠孝路教會舊堂(東區忠孝路 288 號)。講師：姚立明教授，主題：
「從聖經裡一個不知名的小女子談起」。
6. 總會 2018 大專行動靈修營﹝泰澤．土地．詩篇﹞~深度漫活品茶文化。時間：
7 月 16 日(一)~21 日(六)，地點：南投鹿谷教會，費用：3500 元，報名請至
http://highedu.pct.org.tw。
7. 東港教會訂 6 月 24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鄭宏輝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7 月 2~8 日暑期兒童營，有更多學童進入教會代禱。
2. 為第四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5/4~6/29）順利進行代禱。學員六位：陳正榮、
賴信旭、顏姿叡、張哲豪、王月珊、呂明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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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王謝月仔姐的遺族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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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hoān sū khiam-sùn, un-jiû, ēng thun-lún, tī jîn-ài saⁿ khoan-iông;ēng hô-pêng saⁿ
kiat-liân, tì-ì siú Sèng Sîn só͘ siúⁿ-sù ê ha̍ p-it. (I-hut-só.4:2-3)
(台語)凡事謙遜、溫柔，用吞忍，佇仁愛相寬容；用和平相結聯，致意守聖神所賞
賜的合一。（以弗所 4:2-3）
(華語)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
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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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金句＊
以弗所 4:15~16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6/23)暫停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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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日)

6/18(一)

6/19(二)

6/20(三)

6/21(四)

6/22(五)

6/23(六)

經節

約 9-10 章

約 11 章

約 12 章

約 13 章

約 14 章

約 15-16 音

約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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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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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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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25

5
288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24

陳祐陞

耶和華的榮光

出埃及記
四十:34~38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24

胡翠峯

生命的糧

約翰福音
四:31~34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27

胡翠峯

門徒及世間人

約翰福音
十四:20~26

17

178、335、5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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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上帝的同工】

‘
林前三:6~11

林約道牧師 2018/6/10

金句：「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三 9)
前言
敬愛的姐妹弟兄大家平安！首先代表玉山神學院全體師生，感謝姐妹弟兄為著原
住民歸信耶穌的事工，用愛心和奉獻支持原住民神學教育，一起訓練造就原住民教會
的牧者，使我們在耶穌基督裡不分族群成為兄弟姐妹。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事工必須連結眾教會的愛心和參與。教會是原住民神學教育
最重要的夥伴，有教會支持就可以繼續原住民神學教育的事工。過去在台灣宣教有任
何收割，都來自不同族群的人成為傳福音的同伴，順服聖靈的感動和帶領，委身與上
帝同工，台灣的福音工作才有今天的成果。唯有同心合一，順服與上帝同工，我們才
有力量帶領人們歸信耶穌。保羅的書信讓我們學習幾件事。
1.當誠心領受上帝分派給信靠祂的人要一起參與的聖工
保羅在經文第 6 節說到，「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林
前三 6)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信徒，對萬族萬民傳福音是上帝掌權的事工，但上帝卻喜
悅邀請凡信靠祂的人一起參與。所以，對萬族萬民傳福音不是出自人意的工，非少數
人的事，更非任何一個教派可以獨立完成。傳福音是出於聖靈的帶領，奉耶穌基督的
名，呼召上帝的子民向萬民傳福音。保羅知道，上帝既然開啟一切宣揚耶穌基督福音
的聖工，祂就在奇妙的計劃中成就救恩的聖工。
所以，傳福音是世代傳承的工程，有首先的，有後來的，有撒種的，有澆灌的。
教會當用一切的資源投資在年青基督徒的培育上面，培育年輕的基督徒，成為下一個
撒種的和澆灌的同工。認真栽培下個世代的教會領袖人才，更要培育下個世代的傳道
人。當我們告白耶穌基督是台灣人生命的救主，一旦開啟向鄰舍宣揚耶穌基督救恩福
音的事工，我們就是一起在寫一篇不會有完結篇的天國故事，這篇向台灣人傳揚耶穌
救恩的故事，要寫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那日。
所以，上帝的國有很多工作已預備好要給不同的人，不分族群一起參與聖工，我
們當用歡喜的心領受呼召，參與聖工。有人傳承撒種的工作，有人傳承澆灌的工作，
但一切的收割完全在乎上帝的憐憫。聖靈帶領我們參與的每一份工作，是為了使人得
到上帝的愛，使人在耶穌基督裡有生命的盼望。基督徒當把握機會順服上帝的旨意與
上帝同工，帶領鄰舍親友，幫助不同族群的人同得福音的恩典，分享救恩的機會。
150 多年前，台灣曾是一片福音沙漠，上帝照祂自己的時間，聖靈感動海外宣教
師受差派到台灣，分享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福音。教會的前輩，不論是信徒、長執
和牧者同工，都同心領受上帝分派的工，世代接續做上帝的同工，不斷的撒種和澆灌。
經過宣教 150 多年的耕耘，上帝祝福台灣的福音事工成長千倍，長老教會有 1277 間的
教會設立在台灣各個角落。這如同保羅宣告的，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
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上帝。」(林前三 7)我們要常以信心領受上帝分派的
聖工，上帝的聖工就是全力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分享給台灣人，讓更多台灣人成為耶穌
的門徒，成為復活基督的信徒，設立基督的教會，讓上帝的旨意行在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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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論是在上帝的的田園或是上帝建造的房屋，我們皆受邀夥伴同工
保羅提到，
「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三 9)保羅把所有外邦族群歸信耶穌基督的人看做是「上帝的田地、上帝建造房
屋」
，但不論是「種田」或是「建造房屋」的工作，都需要有一群人參與才能動工，這
告訴我們上帝賜給所有信靠祂的人一起同工的機會。我們都受到上帝呼召在我們的世
代與上帝同工，我們可以為著上帝國的事工，獻上時間、能力，獻上我們的一切。當
歡喜跟上帝同工，樂意跟鄰舍，跟不同族群的教會和信徒一起同工。這種經驗在多元
族群的玉山神學院來說特別深刻。
推動原住民神學教育都是上帝的憐憫。73 年前，台灣原住民也是一片福音的荒
野，很少人認識耶穌基督是救贖主，耶穌是萬族萬民得救的福音。上帝卻感動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的信徒和傳道前輩，幫助原住民認識耶穌十字架的愛，接受基督救贖恩典
的福音。70 多年來，原住民歸信耶穌的聖工成長百倍，到今天已經有 527 間原住民教
會成為長老教會的大家庭。
在台灣原住民宣教歷史的故事裡，我們不會忘記，在 60 年前，原住民的福音事工
是得到很多平地中會設立「山地宣道部」
，跟原住民一起同工推動原住民歸信耶穌，設
立原住民教會的事工。平地中會設立「山地宣道部」的時期，讓原住民基督徒和原住
民教會有機會一起成為「上帝的同工」。
三、教會與神學院在引領人歸信耶穌的事上有夥伴同工的使命
主耶穌是我們在愛中同工最好的榜樣，祂幫助門徒們要在人的需要上伙伴同工，
在人們受苦受難時以愛心彼此同工。我們的教會用信心和勇氣一起同工，不是為著自
己的好處，乃是為著人的恐懼、痛苦、困難和不足，當我們看見人們需要耶穌，就一
起伙伴同工。教會願意一起同工，是為著孤苦、孤單、受壓迫、貧窮、疾病欠安的人，
為著人們能認識耶穌基督的愛和救恩，就用信心一起同工。
73 年來，長老教會在原住民中間有「上帝的田園」
、有「上帝建造的房屋」
，但是，
每一個原住民族群的教會最擔心的就是欠缺牧者來牧養；所以，長老教會在起初設立
第一間原住民教會時，就同時推動「原住民神學教育」，設立「玉山神學院」，訓練預
備「上帝的工人」
，帶領原住民信徒一代傳承一代做上帝的同工。其中最要緊的是在年
青世代中培育「上帝的工人」
。從信仰和生活培育伙伴同工的精神，幫助神學生體驗人
的苦難，體驗原住民的困苦，認識原住民社會的需要。人的苦難在那裡，那裡就是我
們伙伴同工的地方。當我們親近有困苦需要的人，上帝就喜悅親近我們，邀請我們在
祂的田園，在上帝所建造的房屋，有分與上帝一起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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