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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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28 臨時會員和會議案開會結果：
議案一：本會新成立財團法人，名稱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後壠子
教會」同意案。
議決：接納通過。
議案二：接納本會財團法人提出有關神學生及學生獎學金條例修正案。
議決：接納通過。
＊通知事項＊
1. 神學生宋承祐老師在本會實習至 7 月底，8 月起在台南神學院擔任媒體宣
教事工。謝謝他一年來在教會的服事。
2. 歡迎三峽教會夫婦團契今日與咱作伙敬拜上帝。
3. 總會 2015/7/3 函請所屬各教會及機構共同關心「八仙樂園塵爆事件」
，並為傷
患者醫療救助及家庭代禱與奉獻，奉獻者請註明「為八仙塵爆奉獻」。
4. 本會訂 7 月 19 日舉行 2015 年上半年度檢帳，請各單位、團契準備 1~6 月份
的傳票、簿冊至小會會議備查。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張麗真、顏美玲。
5. 台中市十字園訂 7 月 25 日(六)10:20 在埔里召開管理委員會，請顧問、牧師、
委員參加。當日 09:00 在民族路教會共乘車輛出發。
6. 民族路教會楊潘淑磬長老（本會潘哲雄長老大姐）訂 8 月 1 日~27 日在全球藝
術中心（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79 號 4 樓）舉行感恩畫展，歡迎大家前往
參觀。
7. 台中市十字園舉行講座，時間：8/22(六)09:00~12:00，地點：柳原教會松年會
館。主題：1.現代喪禮的精神、需求、趨勢&環保殯葬。2.天堂咖啡館。講員：
朝陽科大銀髮產業學系 郭慧娟老師。請董事、管委及有興趣的兄姐參加。
8. 第一期三福受訓八月 2 日授證，七月 31 日(五)晚上 6:30 舉行感恩餐會，邀請
受訓學員、禱告伴、決志者及全體長執參加。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本日(7/19)主日花材由葉慧娜姐妹奉獻。
二、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本日(7/19)舉行例會、慶生會，司禮：羅寶玉執事，講員：賴麗月檢驗師，
主題：「常見的癌症病徵及血親腫瘤標記檢查」。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7/19)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以弗所書二:11~22。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7/19

高雅智
陳佳萍

蔡英男/洪予恩
蔡英男/洪予恩

羅寶玉/卓啓煌
葉美玲/楊凱成

7/26

1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陳育茹

劉雅玲
劉雅玲

何秋萍
何秋萍

四、青契小組
社青小組於 7 月 27~29 日前往臺南大灣高中，為身心障礙學童舉辦福音活動
（短宣）。請兄姐為此事關心代禱。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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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一期三福訓練（導師：陳祐陞牧師）
本週課程：(一)單元十二–處理反對。
(二)背記–福音講述之橋及決志之橋。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篤行教會名譽長老魏天賜長老於 7 月 16 日蒙主恩召，享壽 94 歲，訂 7 月
25 日(週六)上午 8 點在台中市立火化場殯儀館舉行入木禮拜隨即火化，當
日下午 2 點 30 分在篤行教會舉行教會葬追思告別禮拜後安厝於東海示範公
墓。
2. 2015 第二屆全國社青讀經營–「在台灣中心呼喊愛」
，時間：10 月 9~11 日，
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200 元（含食宿），8 月 15 日前享早鳥
價 1600 元，8 月 31 日截止報名，額滿為止。請至 youth.pct.org.tw 填寫報
名資料。
3. 「聖經朗誦節」朗讀比賽，時間：8 月 22 日，地點：篤行教會，7 月 31 日
截止，詳見 http://www.alpha.org.tw。
4.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幸福婚姻講座」，時間：8 月 8 日(六)09:00~12:00，
地點：柳原教會，講師：簡春安教授。費用：100 元。7 月 29 日前向辦公
室報名。
5. 「看見不一樣的生命─袁幼軒博士生命見證會」，時間：7 月 26 日(日)
08:30~12: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新堂。
6.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淨川（綠川）環保大活動，時間：9 月 20 日(日)下午
3~4 點，費用：150 元/人（包含淨川毛巾、環保袋、總會志工服務證書內
政部志工服務時數證明）
。8 月 24 日截止，額滿為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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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娘、林義耕兄、梁祈錫執事。
2. 為台北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受燒燙傷者及其家屬代禱，求主醫治並安慰。
3. 為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受訓人員及講師代禱。
＊本週金句＊

Lín siū-khì, tio̍ h m̄ thang hoān-chōe; ū kek siū-khì, m̄ thang kàu jı̍ t-lo̍ h.
（I-hut-só4:26）
恁受氣，著呣通犯罪；有激受氣，呣通到日落。(以弗所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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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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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日)

7/20(一)

新
眼
光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9:1~13

10:1~19

7/21(二)

7/22(三)

7/23(四)

7/24(五)

7/25(六)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11:1~27

12:1~25

12:26~31

13:1~39

1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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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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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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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7/26

何國誠

豐盛的祕訣

林後九:1~8

-

-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26

林如珠

但我仍然相信

詩116:8~1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29

陳正雄

願意為主受苦

可十:35~45

18

4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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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無欠缺的人生】
創 26:1~5、19~33，詩 23:1
陳祐陞牧師 2015/7/12
詩篇 23 篇是大衛所寫，這位耶和華是他一生所經驗出來的上帝，也是他的信
仰告白。這首詩在 3000 年來不知感動過多少人。許多人曾在憂傷、痛苦、失志時
讀此詩而重新得安慰鼓勵。
這首詩開宗明義，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不欠缺」很肯定的告白。我相信咱
中間很多人會背這首詩，也希望這首詩能成為咱的信仰告白。人無法完全認識上
帝，許多人欲用頭腦、知識、理性研究來認識這位上帝，但人是很有限的，有限
的人無法用人的方法來完全認識這位無限的神，人與上帝的關係許多時候是用經
驗出來，有人經過苦難，在苦難中來經驗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幫助，約伯經過苦
難後他說”以前風聞有你，今天我親目看見你」，信仰常常是一種生活的經驗。
John Hamiton 是一位神學家、他寫過一本書「上帝的臉」
，書中提到一個人威
廉在他環遊世界一週後，有人問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他回答說”一個民族的
上帝觀如何，就必影響這個民族的生活”，意思即是”一個民族拜什麼款的神明，
這個民族就成為什麼樣的民族”，他說在印度幾千年來所信的宗教，使印度百姓生
活在痛苦驚惶的輪迴中，一直無法度脫離貧窮、喪鄉、痛苦、驚惶，所以一個民
族上帝觀如何，百姓生活就如何”，咱若將這句話縮小，即是一個人的上帝觀如何，
他的人生就如何，你所信的上帝是什麼款的上帝，就要影響你一生，為著這樣你
必須要更認識你所敬拜的這位上帝。
今天主題是「無欠缺的人生」
，我相信大家都很意愛，設使有一人向你保證你
一生都無欠缺，咱一定會很愛去知其密訣，使耶和華做你的牧者，你就不致到欠
缺。今天若將這句話用你最親密的人或最可靠的物件，放在前面，我相信你不一
定能說出後半句，設使你將你先生或太太之名，放在前面說「***是我的丈夫，我
一世人的確無欠缺」你說的出嗎？真危險！今日台灣的婚姻已經不像早期那麼可
靠了。設使你說「我在銀行有 1000 萬存款，我一生的確無欠缺」你說的出嗎？不
一定！因為 1000 萬何時要縮水或失去咱不知。在人生中間咱何等需要一個不欠缺
的人生，這是人人所意愛，這位創造天地主宰今日臨到於咱中間，對咱說「咱若
使祂做咱的牧者，導咱一生的道路，咱就不致到缺乏」
。在此有上帝的保證，主親
身來導咱，今日咱需要重新來思考，到底詩人大衛所說的這位牧者，與我的日常
生活有什麼關係？要怎樣才能得到不缺乏的人生？
第一、你著轉向上帝來聽祂的聲音，創廿六章記載一個故事，亞伯拉罕之子
以撒所居住之地遇到饑荒，突然來到的災難，人通常都是用人的方法去解決，所
以以撒就照人的方法想要去埃及求人的幫助。埃及在聖經中是代表撒旦控制的所
在，不是上帝賜福的土地，所以上帝在那阻止以撒犯這錯誤。創世紀 26 章 2~3 節”
耶和華對以撒出現說，你不可下去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這個
地，我要與你同在，因為我欲將這個地攏給你及你的後裔，我欲堅固我對你的父
亞伯拉罕所咒的誓。」兄弟姊妹，當咱遇到問題時，咱是轉向上帝或轉向世間來
求幫助？有許多時陣，咱還是不會學習遇到困難之時來轉向上帝，請你記得，你
所信的上帝是確實願意在咱艱難中幫助咱，引導咱的上帝所以他叫做”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咱常常將信仰與生活分開，禮拜日來教會禮拜，週一~週六的生活是我
來決定、掌權的。人是軟弱的存在者，總是你平時要訓練你有敏感的靈聽他的聲，
在安靜中間來聽上帝對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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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你要抓住上帝的應許
在世上有很多蒙恩的基督徒，他們攏有學習到一些祕訣，為什麼他們做基督
徒很有喜樂，在教會服事的正歡喜，因為他們會抓住上帝的應許，會抓住上帝應
許人是贏過一切的，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生就是按呢。咱欲怎樣掠住上帝的
應許？我鼓勵你在讀聖經時，從聖經中去找上帝的應許，上帝對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說的，你將它寫下來，你對上帝說，上帝這條我要，那條我也要。有許中上
帝在聖經中對許多人的應許，你可以抓住。我在準備這篇講章時，回想一生所走
過的路，我真正感謝上帝，上帝不止是大衛的牧者，也成為我的牧者，也確實使
我一生中不致缺乏，我若要說見證實在是說不完。今早上我做一個祈禱，我對上
帝求，上帝啊！求你永遠做我的牧者，也成為柳原教會每一位兄弟姊妹的牧者，
使他們確實去經驗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欠缺”。你在什麼地方需要？上
帝夠額供應你，問題是在於你有使伊做你的牧者嗎？有抓住他嗎？
請你看 26 章第 5 節，
「攏因為亞伯拉罕聽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命令。」
因為遵守耶和華的命令，以致於上帝每一次要施落恩典的時，就紀念伊的老父怎
樣跟隨上帝，上帝就定意欲賜福互伊的子孫。兄弟姊妹！有一個人生比這個閣卡
大的福氣嗎？當你遵趁耶和華你的上帝，行伊的命令，上帝就定意賜福你的後裔，
有一日當咱離開這個世間的時，上帝繼續賜福保護咱的後裔，這比你在銀行留幾
千萬給你的子孫是閣卡大的福氣。這個不致夠欠缺的人生，不是說你要什麼上帝
就全部給你，這個不致夠欠缺是在你真正需要時上帝供應你，這個不致夠欠缺是
互你因為上帝來得到滿足。
第三、讓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救主，飲活命的水泉。請你看 26 章末段，以撒是
一個老實人，以撒在聖經中很少說話，出現的次數也很少，不像雅各，他們是遊
牧民族，所以他們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有水，第一件事就是掘井。當以撒住佇非
利士人土地之時，他去掘井有水出來，非利士人可能是掘不著水，所以來佔他的
井。20v 說，第一口井叫埃色，是”相爭” 的意思，v21 第二口井西提那就是”與你
做對敵”，總是咱看這些信靠上帝的人，在他們對敵面前，上帝也替他們出頭。所
以你不必煩惱”我這個子這按古意，以後能否與人在社會中競爭嗎？”只要你若帶
伊來到上帝面前，人與他相爭，對敵要欺侮他，也攏無法度，上帝要為他出頭，
因為按怎，請看 24v「我是你老父亞伯拉罕的上帝，不免驚，因為我要及你同在，
欲賜福你，互你因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互你的後裔極其多」
，後來他們又挖
到一口井，叫”利河伯”。
人生就是按呢，人生是埃色，是西提那（是相爭，是對敵）但是那些互上帝
所引導的人，上帝帶他們到利河伯，在世界（間）有相爭有對敵之侵犯，總是上
帝欲保守你到利河伯，有寬闊又昌盛的所在。上帝將寬闊的土地賞賜咱，使咱在
他豐盛賜福的下面，所以他們在 28v 最後得到一口井的時候，他們對敵來對以撒
說”阮明明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這是最大的見證。一個基督徒在世間遇到問題
不可用人的方法，你要倚靠上帝，互上帝掌管你的人生，在你對敵面前，使人服
你，使人看見上帝與你同在。在最後 32v 他們說”阮得到水啦”以撒就給那口井名
叫「示巴」，示巴就是「阮得到水啦」耶和華上帝帶你到”利和伯”，又將「示巴」
將活水給你。
兄弟姐妹！永遠不會欠缺的人生，就是因為耶穌基督成為你的救主，他成為你
活命的水泉，互你永遠因為基督來得到滿足。上帝將一切的豐盛放在基督的裡面，
在耶穌基督的裡面有一切的豐盛，你得到伊就是無欠缺的人生，你著愛活在上帝的
話語內面，每日吃他所供應的靈糧，使你得到滿足，互你永遠享受不欠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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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探源＊
聖詩第 331 首 我做基督兵丁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蘇利文 Arthur Seymour Sullivan(1842-1900)
作詞~~古爾德 S. Baring Gould(1834-1924)
作詞者古爾德是英國的一位牧師。1865 年，古爾德牧師在英國 Horbury 城預備
舉行一次少年團及主日學的大會，預定由青年人列隊步行到另一間禮拜堂，在聚會
的前一晚，他查詩本要找一首做為進行曲的聖詩，卻找不到，因此他受感動而寫成
了這首。隔天，那些青年人非常興奮地唱著這詩，列隊前進。那天他們所用的音調
是當時最普通最多人熟識的調子。過了 6 年，英國一位很有名的音樂家蘇利文為這
詩作了新的曲譜，作得很好，確是一首理想的進行曲，從此成為很多人愛唱的詩歌。
古爾德是一位很有恩賜的人，不僅是一位牧師，也是一位能幹的作家，曾寫
作了很多的書籍，但他的名字之所以被人認識，並非寫了很多的書，而是因作這詩，
本詩是軍人們最喜歡唱的。

2015 年兒童夏令營收支表
收入
科目

摘要

夏令營收入 蝶古巴特班 6*1500
夏令營收入 超輕黏土班 21*1300

支出
金額

科目

摘要

9,000 夏令營支出 宣傳單
27,300 夏令營支出 點心

金額
800
800

夏令營收入 烏克麗麗 2*1000

2,000 夏令營支出 彩印手冊

夏令營收入 趣味編織 6*800

4,800 夏令營支出 手提袋印刷

1,575

夏令營收入 街舞班 10*800

8,000 夏令營支出 講師費(蝶古巴特班)

3,000

什項収入

3,750 夏令營支出 講師費(超輕黏土班)

4,800

教會補助款

家屬參加戶外活動

10,856 夏令營支出 講師費(趣味編織)

2,400

夏令營支出 講師費(街舞班)

3,000

夏令營支出 講師費(烏克麗麗班)

3,000

材料費

蝶古巴特班 6*700

4,200

材料費

超輕黏土班 21*600

12,600

戶外活動

午餐費

戶外活動

車資(2 部)

戶外活動

團體保險費

夏令營支出 團康活動支出
夏令營支出 膳食(晚餐)
點心
合計

230

65,706

成果發表用

9,900
10,000
1,330
966
6,725
380
6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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