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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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30 日)為紅香教會紀念主日，歡迎何國誠牧師、林如珠傳道將帶領紅香
姊妹教會及以便以謝教會長執及會友前來本會聯誼並主領兩堂禮拜，會中有請安
報告並安排原住民讚美歌舞，求主保守他們回程路上一路平安。
2. 本日(7/30)08:20 於 2F 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請小會員出席參會。
3. 下週主日(8/6)舉行聖餐聖禮典並慶祝父親節，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卓孟佑、謝理明、洪添裕、卓啓煌、王文良。
捧杯：許明暉、王文良、何中亨、謝理明、洪添裕。
華語禮拜–捧餅：許明暉。
捧杯：卓啓煌。
4. 本會陳祐陞牧師及余燕儒、廖寶蓮、劉美緻、楊凱成長老等 5 人，於 8 月 5 日至
12 日前往緬甸東枝、臘戌義診短宣並關心東尼學生中心等兒童，求主保守一路
平安及健康。
5. 請禮拜日有開車來禮拜的兄姐至幹事辦公室登記車牌號碼，以便製作停車證、
進出門禁管制。
6.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為提供主內兄姊更完善之服務，於柳原教會（大門口左
手邊新堂樓梯下方空間）設立服務中心，若有十字園相關事工需求，歡迎與十字
園管委會主委或十字園幹事接洽。
7. 台中市十字園第 11 屆第一次管理委員會預訂 8 月 5 日(週六)早上 10:00 於埔里園
區一樓歐式教堂召開敬邀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委員同工撥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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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7/30)成人主日學在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13 章 31~33、44~52 節。
2. 本日(7/30)10:40 於 2 樓 A 教室召開教員會，內容：夏令營檢討會，請夏令營
老師、同工出席。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松年團契八月份第二主日禮拜後，將於一樓松年教室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
會由詹淑靜長老主理。時間：上午 10:40。
2. 例會中特別邀請林益生老師專題演講。講題：【憂鬱媽媽住院記】。林益生老
師國立暨南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2014 年獲得教育部師鐸
獎部長獎。現任台中市朝陽科技大學一里一樂齡行動講師、及南區樂齡行動講
師。機會非常難得、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3. 例會後舉行慶生會。八月份壽星如下：鄭純珠姐、阮淑卿姐、洪碧華姐、
李吳綉鳳姐、陳維順兄、卓榮造兄、許萬興兄等。【強壯乃少年人的榮耀；白
髮為老年人的尊榮】（箴言二十，29 ）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三、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8 月 6 日(週日)14:00~17:00，地點：
豐原教會，講員：論壇報社長鄭中洲，講題：
「媒體宣教」
，費用：200 元，請
向辦公室報名，8 月 4 日(週五)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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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讓愛飛揚–在秋季」，時間：9 月
16 日(週六)~9 月 17 日(週日)，地點：台中太平聖愛山莊，8 月 15 日截止。詳
洽 Line：cjhung0130 洪秀貞。
3. 彰化中會蘭大衛紀念教會今日下午 3 時舉行葉景安牧師就任第五任牧師感恩
禮拜。
4. 2017 年全國客家基督徒靈修會，時間：10 月 30~11 月 1 日，地點：三峽長
老教會，費用：2700 元，請洽：(02)2362-5282#254。
5. 「大學新鮮人網路名單填寫平台」http://goo.gl/nJ7uSz，歡迎新生登入填寫，
名單將提供給各地大專中心聯絡、邀請之用。
＊代禱事項＊
1.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 6 位學員結束 13 週課程，求主保守他們成為傳福音勇士
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代禱。
3. 為八月 5~12 日本會前往緬甸東枝及臘戌短宣隊伍平安、健康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張瑞潮姐、
洪盧有蘭姐、蔡王吞忍姐、何建凱同學。
＊本週金句＊
(台語) Bo̍ h-tit tham-bîn, bián tì-kàu sòng-hiong; Thí-khui lí ê ba̍ k-chiu, chiah ū
kàu-gia̍ h ê bí-niû. (Chiam-giân20:13)
莫得貪眠，免致到喪鄉；展開你的目睭，才有夠額的米糧。（箴言二十:13）
(華語)不要貪睡，免致貧窮；眼要睜開，你就吃飽。（箴言二十:13）
＊下週金句＊
箴言 25:15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下次(8/5)由
張玉旻執事介紹「郭馬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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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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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7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30(日)

7/31(一)

8/1(二)

8/2(三)

8/3(四)

8/4(五)

8/5(六)

經節

以賽亞書
61-63 章

以賽亞書
64-66 章

彌迦書
1-4 章

彌迦書
5-7 章

那鴻書
1-3 章

西番雅書
1-3 章

哈巴谷書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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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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行信經

第一堂
台語禮拜

8/6

陳正雄

獻祭的意義

申命記18:1~8

13

239A
257
218、512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6

陳正雄

獻祭的意義

申命記18:1~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8/9

陳正雄

所當走的路

約書亞3:1~6

22

297、
343、141

同上

＊上週講道＊
【教會的增長】
使徒行傳二:22~47
陳祐陞牧師 2017/7/23
今天是柳原教會第三期三福訓練結訓授證的感恩禮拜，咱教會從 2015 年開始第
一期三福訓練有 6 人參加，去年第二期有 11 位，今年第三期有 6 人參加，一共有 23
人，我相信當咱教會有 50 人參訓以後，能夠一對一人傳福音時，咱教會整個靈命生
態要成為不一樣。教會存在的使命即是要對人傳福音，報人認識耶穌基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PC）是對 1865 年英國宣教師 Dr.馬雅各來到台灣府城開始
宣教，在 1954 年宣教 90 年當時總會總幹事黃武東牧師在南部大會 13 屆議會中提出
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議案，即是用十年的時間來完成一個倍加運動（PKU）即是從
1955~1965 十年中，教會數及信徒人數都增長一倍，因為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領袖
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他們心內對上帝很虧欠，認為 TPC 在台灣已經 90 年久，但
教會數及信徒人數卻還是那麼少，這個案在南部大會 1954 年提出時，全數議員起立
贊成通過議案，原本是南部大會的事工，最後在 1959 年第六屆總會中也通過成為全
省性的倍加運動。經過全台灣長老教會牧師、長執、信徒共同打拚 10 年後到 1965
年教會數由 233→466 間，信徒人數 59,471→102,943 人，在宣教 100 週年慶典中，將
這個成果獻互上帝做最美的禮物。這是 TPC 教會史上一個很成功的增長運動。咱所
在做的三福談道訓練不止是受訓者個人靈命的成長，也是互教會增長的一項事工。
兄弟姐妹，咱豈不是有一個共同的盼望，就是看到咱柳原教會，每一個人在此認
真服事上帝，在要來的日子，互咱的教會愈來愈增長在這所在。中文生長、成長、增
長用的字不同，在英文攏是用一字 grow，生長就是出世以後，肉體上的人漸漸大漢；
成長是指人內面的人格、個性、知識愈來愈成熟，是屬個人的；教會質、量的加添是
增長，今早上我欲用「教會的增長」為主題來說起要怎樣互咱教會成為一間互上帝歡
喜、賜福的教會。徒二:41”對按呢接納他們的話的人攏受洗禮，彼日，約略加添 3000
人。”，請看一:15”當時，同聚集的眾人，約略 120 名。”在初代教會的增長第一次是
從 120 人增加到 3000 人，是什麼因素互初代教會在遐增長起來？咱看台灣過去 30
年有許多教會有增長，總是很可惜，這些增長很快的教會大部份是外教派、靈糧堂、
基督之家，或是一些國語教會，在這過去 30 年不止教會注重增長，神學院有開教會
增長的課程，研究宣教策略，教傳教者如何使教會增長。兄弟姐妹！教會增長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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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問題是你是不是歡喜參與在教會增長的裡面，你有那款的心志嗎？這是我欲
互咱挑戰的一個問題，在美國一個牧師叫 Tony 他研究在美國大間教會增長的原因，
也指出在 Florida 迪斯耐世界附近一間 Marylan Christian Center 從 27 人開始經過 26
年久教會有 17000 人聚會。另外一處在 Florida 有一間 Calbri Asembri church 各各他神
召會，教會有 200 座位，一日有四場聚會，後來教會就蓋一間 1500 人教會，總是教
會蓋好第一次的聚會就坐不下去，這些增長教會有幾項共同因素：(1)耶穌基督是建
立教會的頭。(2)成為禱告的教會。(3)一間教會只有用上帝話語養飼人，教會才會增
長。(4)教會的增長完全是牧師、長執及信徒歡喜成為上帝的同工。(5)一間增長的教
會是長執、信徒歡喜接受訓練，有許多受過訓練的領導者參與共同來服事。(6)增長
的教會是合一的教會，不是堅持自己的意見，恁攏要聽我的，是謙卑、順服互耶穌基
督作主的教會。
咱要知上帝若互咱有恩典，他也互咱有託付、有使命、有責任，求聖靈幫助咱，
互咱來教會的時，互咱也想到咱教會在欲來的五年、十年，上帝不知欲互咱什麼使命？
咱來看初代教會，為什麼他們能夠從 120 人，一次增加到 3000 人，請咱看徒二:37~38”
眾人聽了，心內刺鑿，就對彼得及其餘的使徒講：兄弟啊，阮著怎樣做？彼得給他們
講：「恁著反悔，逐人佇耶穌基督的的名受洗禮，到互恁的罪赦免，閣欲受聖神的賞
賜。」什麼人說這些話？是彼得，彼得是什麼款的人，是一個急性、壞脾氣、自我意
識很強、是一個平凡的漁夫，是按怎彼得在此講一篇短短的道理，會當互 3000 人來
悔改，因為聖靈已經將講道的恩賜放置在他內面，互他講道有氣力，這叫做恩典，是
上帝白白互你的，當你成為信徒後，上帝就將這些恩典賞賜互你，互你的目的是什麼？
互你做工有果效。彼得若是聖靈沒互伊這些恩賜，就他所說的沒辦法互人來悔改，來
刺鑿到人的心，聽幾句話互人感覺心用刺在鑿，這就是聖靈通過彼得來成就之事。
James Stockson 原本是一個小兒科醫生，當他決定互主使用，將上帝互伊的恩賜拿出
來使用之時，他的影響力是這麼大，佈道會每一場都是好幾千人來聽，上帝互他屬靈
的恩賜就是說出振動人心靈的信息，不是普通的演講，是摸到別人心靈的話語，來參
加的人在遐感動流眼淚，互聽到的人心會刺鑿，來想到永恆的問題。James 牧師特別
用許多例來說到人生的短暫，他說你若沒好好想你的人生，有一日人生行完之時，你
才在遐真正痛心說”我為什麼沒好好來用我的人生”，許多人豈不是這樣？
兄弟姐妹，有三句聖經節我要報咱知，這是咱每一個人有一日都會遇到一個現實
的問題：1.你最怕聽到主對你說的一句話。2.你最愛給主說的一句話。3.你最愛主對
你說的一句話。今天我要將這三句經節互你，無論是誰最後都必需要站在創造主的面
前接受審判，這是一個不能逃閃的事實”人人有死，死後有審判”有一日當你站在主面
前，你想你最怕上帝對你說什麼話？我相信沒一個人在他人生走完之時聽到這句話不
會痛苦，馬太廿五:41：
「恁受咒詛的，著離開我！入永遠的火就是為著魔鬼及伊諸個
使者所備辦的！」，就是在你一世人打拚勞苦到佇最後站在創造你的主面前受審判之
時，主給你說”你這個受咒詛的人離開我，落到那個永遠地獄的火爐去。” 這是非常
可怕可驚的代誌，在遐沒有悔改的機會，沒有再一次你新的人生。我盼望今日咱曾坐
在聖殿的人沒一人在最後互上帝給你宣判這句話。
2.當你行完人生路途之時，當你見主的時，你最愛給主說的一句話是什麼？約翰
十七:4：
「我已經榮光你佇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經成伊。」兄弟姐妹，
你有愛向主說這句話嗎？這就是你人生的凱旋！人的凱旋成功，不在佇人的成就，乃
在佇你完成了上帝所託付你的使命，咱每一個人來到世界都有主要給你的使命，你不
可糊塗過日子，有時那個使命或許是很艱難，很難演的角色，總是你不免驚，因為主
說”我與你同在，我的恩典夠額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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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當咱行完人生路站，在咱面對主之時，你最愛主對你說什麼話？馬
太廿五:23 主人給他說：「好閣盡忠的奴僕，你佇少的已經盡忠，我欲設立你來管多
的；通入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有好嗎？咱所期待主對咱所說的一句話，就是主給
咱說：「好又盡忠的奴僕，我知道你有盡忠，今入來享受我為著你所備辦的快樂。」
人生雖然短，總是人生有他的終局，有報償有刑罰，你所期待的是什麼？你不能沒付
代價又期待上帝報償你；你不能沒盡忠、沒良善又要求主對你說這句話。
今天是柳原教會第三期三福訓練結訓的日子，我以前與許多人一樣，不會對人傳
福音，只會說信耶穌多好、多好，不會說出福音的重點，在 1994 年我在台南東門教
會接受三福訓練，對我來說最大的幫助有三點：
一、信仰的重新整理：三福訓練很有系統對引言之橋、福音講述、決志、栽培，特別
是福音講述從恩典→罪人→上帝→耶穌基督→信心，這是基督教的整個教義。
二、敢對人傳福音：以前不會也不敢，經過訓練變會又敢對人傳福音。
三、三福訓練對我後來去讀神學院（46 歲）也是一種的刺激與鼓勵，因為我接受三
福訓練後對上帝立志，一生要引導 100 人信主。
我很期待所有的三福隊長，上帝既然有將這個恩典互恁，他也有互恁責任與
使命，共同為教會的增長來作伙打拚。
兄弟姐妹，什麼是教會的增長，就是使徒行傳二章所寫，將耶穌基督的救恩
拿到人的中間，互人聽到會刺鑿，知道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在遐來問說”我欲怎
樣做？”然後你將好的消息給他說”你著信耶穌，悔改、領洗禮來歸佇耶穌基督的名”，
今仔日咱教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就是將這個好消息傳出去，上帝今仔日邀請咱來參
與重新改變人的工作，這就是教會的增長，互你參與在「人會當因為基督，來成做新
創造的人」重新開始一個新的人生。但願主的話語在你的心中產生功效，互你回應上
帝今早起互你的呼召，成為一個轉變人生命的耶穌基督代理人，互上帝的教會在此得
到增長。同心來祈禱！

2017 年夏令營收支表
收入科目
報名費

收入金額

支出科目

8,800 點心

戶外活動家屬自付
﹝$200*24 人﹞
教會補助款

合計

4,800 報名表傳單
76,303 文具用品印章
講師費〈街舞班〉
講師費〈太鼓班〉
講師費〈粘土 A、B 班含助教〉
禮品文具用品一批
粘土材料 A 班
粘土材料 B 班
戶外活動午餐
遊覽車車資$9500*2 台
晚餐伙食費
89,903
合計

感謝謝理明長老供應礦泉水，楊凱成長老為平安保險奉獻。
$100*42 人+$200*8 人+$300*10 人，共 60 名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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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金額
1,701
550
64
5,000
5,000
12,500
2,642
8,500
13,950
6,400
19,000
14,596
8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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