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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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9/24)是總會所訂「聖經學院奉獻主日」
，院方安排周秀雲傳道前來本會請安
報告及主禮一、二堂禮拜。本會陳祐陞牧師及何中亨、洪添裕長老前往大坪頂瑪喜
樂紀念教會主持聖餐禮拜。
2. 下週主日(10/1)舉行聖餐聖禮典，當日上午 08:20 召開小會，請小會員全體參加。
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王文良、何中亨、謝理明、洪添裕、廖寶蓮。
捧杯：謝理明、卓啓煌、卓孟佑、楊凱成、劉美緻。
華語禮拜–捧餅：卓啓煌。捧杯：許明暉。
3. 本會為迎接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修工程將於下禮拜一(9/25)開始動工，
預計到 12 月 15 日完工，此次整修工程包括：
A.地下一樓：餐廳、大小廚房、動力教室、採光井休閒區。
B.一樓：松年會館及舊教育館三間教室地板、副牧及幹事辦公室、男女廁所、古蹟禮
拜堂外六角窗框水泥剝落部份、迴廊 S 型瓦鬆脫重舖。
C.二樓：中間廁所。
D.三樓：接待套房（二間）地板。
全部工程經費約需 285 萬元，請大家為此奉獻。
教會園區整建工程期間，松年大學請移到二樓長執會議室上課，成人主日學請移到
二樓 A 教室上課。開放使用一、二樓最內側男女廁所。
4. 「新眼光讀經手冊」10~12 月份已經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5. 本會訂 10 月 22 日主日禮拜中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8~2021 年執事 4 名，請
松年、婦女、家庭、社青各團契及主日學、敬拜讚美團於 10 月 1 日前推薦適當人選
給小會書記廖寶蓮長老，本屆執事候選人名單由小會審理後公告。
6.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9/30(六)上午 09:30~11:30 於民族路教會 2 樓教室舉辦公益講座，
將對日本/台灣對失智症照顧；日照、長照 2.0 等議題分享，邀請董事、委員同工、
或對這方面想了解的兄姊撥空蒞臨參加，原會後續開董事會延期擇日再召開。
7. 2017 年柳原門徒造就班從 9 月 1 日(五)至 10 月 20 日(五)上課，9 月 29 日晚上
7:10~9:10 邀請台南神學院鄧開福牧師由腓立比書探討保羅對教會的心意第四講，
地點在本會 2F 長執會議室，請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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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
2. 本日第一堂禮拜後 10:40 於 2 樓 A 教室召開教員會，請老師同工出席參會。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松年團契已於 9 月 10 日選出 2018 年松年團契會長、副會長及七名委員，敬稱
省略名單如下：會長：徐澄榮，副會長：林靜萍，委員：許瑞源、邱一雄、
潘哲雄、卓榮造、鄭純珠、詹淑靜、張連香等。感謝兄姐為這次的選舉關心代禱。
2. 原定 9 月 24 日台中中會松年事工奉獻主日改為十月第一主日(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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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中中會松年部事工奉獻金運用報告】
(1) 舉辦中會所屬各教會之松年團契幹部靈修研習活動。
(2) 鼓勵松年部各區松年團契自行舉辦契友靈修會（補助金）。
(3) 舉辦中會所屬教會松年契友聖誕節感恩禮拜活動。
(4) 舉辦各教會松年團契契友敬老聯歡會。
(5) 舉辦松年團契契友慶婚感恩禮拜表揚紀念活動。
4. 10 月 1 日主日我們在週報內會附有台中中會奉獻袋，感謝你的支持、鼓勵與代
禱，使中會的松年事工推行更順利、更榮神益人。
5.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養身健康自癒力講座」
。地點：忠孝路長老教會舊禮拜堂。
（東區忠孝路 288 號）
(1) 養身健康自癒力講座，由揚生慈善基金會講授 2017 年台灣集氣 ，一起輕鬆
提升自癒力。
(2) 內容包含自癒力介紹，與 3(飲食、運動、習慣)+1(人際)互動操作，動靜交
錯，在歡笑聲中學習自我保健之道。歡迎 50 歲以上之兄姐長輩參加。
(3) 我們將帶著有效有趣、低門檻、易上手的失智失能預防活動，帶更多人一起
健康到老、臥病很少。
(4) 日期時間：2017 年 10 月 17 日(二)上午 9:30～11:30。
(5) 報名截止日：10 月 1 日。費用：每人 100 元（含上課講義、便當乙份）請
自備水杯。
(6) 有興趣的兄姐請向松年團契徐澄榮副會長報名。
三、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0 月 21 日(六)16:30 召開年會，請大家踴躍參加，會後聚餐，邀請祐陞牧師勉勵！
四、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林南兄弟、許湯秀姐、賴信旭兄。
五、宣道委員會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從腓立比書追隨保羅對教會的心意」課程表：
週次

日期

1

9/8

腓立比書(一)導論；1:1-26

2

9/15

腓立比書(二) 1:27-2:18

3

9/22

腓立比書(三) 2:19-4:1

4

9/29

5

10/13

6

10/20

時間

每週五
晚間
7:00
|
9:00

課程內容/主題

講師簡介

腓立比書(四)4:2-23；結論

鄧開福 牧師
南非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神學博士
現任台南神學院
新舊約神學副教授
陳金泉 老師

白話字速成班 I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
教育部國中小閩南語鄉土教師認證合格
雙連教會長老暨成人主日學羅馬字班講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
會委員

白話字速成班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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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東榮教會訂 9 月 24 日(日)15:00，於東海大學路思義禮拜堂舉行陳志忠就任第五
任主任牧師及李淑慈就任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7 第七屆青年高峰會–世代對話–實踐基督精神」，
時間：10 月 14 日(六)09:00~16:30，地點：向上基督長老教會(西區民生北路 91
號)。內容：「我出去一下~小花的朝聖旅程、基督徒不服從」，講師：蘇蕙、葉
大華、管中祥。
3. 2017 全國婦女查經營–「使人和好的保羅：哥林多後書」，時間：10 月 23~25
日(一~三)，地點：中華電信高雄訓練所，講師：邱淑嬪牧師。費用：3000 元，
10 月 6 日截止，詳洽 02-2362-5282#350 蔡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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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 9 月 1 日~10 月 20 日舉行 2017 年柳原教會門徒造就班更多人靈命受造就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及奉獻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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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盧有蘭
姐、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黃陳妹姐、江蔡銀花姐、林南兄。
＊本週金句＊
(台語)Lí tio̍ h kui-ǹg lí ê Siōng-tè; chip-siú jîn-ài kong-pêng; siông-siông
thèng-hāu lí ê Siōng-tè.（Hô-se-a12:6）
你著歸向你的上帝，執守仁愛、公平，常常聽候你的上帝。（何西阿書12:6）
(華語)你當歸向你的上帝，謹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何西阿書 12:6）
＊下週金句＊
哈巴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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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9/30)由陳祐陞
牧師介紹「黃武東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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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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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長執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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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9/24(日)

9/25(一)

9/26(二)

9/27(三)

9/28(四)

9/29(五)

9/30(六)

經節

以西結書
40-42 章

以西結書
43-45 章

以西結書
46-48 章

但以理書
1-3 章

但以理書
4-6 章

但以理書
7-9 章

但以理書
10-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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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陳祐陞

在風浪中
見證主

徒27:14~26、
33~36

20

67
461
509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0/1

陳祐陞

在風浪中
見證主

徒27:14~26、
33~3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4

胡翠峯

受召的多
受揀的少

太22:1~14

5

21A、313、
509

同上

＊上週講道＊
【經歷神的同在】
王上十七:1~16
陳祐陞牧師 2017/9/17
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斷在經歷上帝，人與上帝的關係如同與父母的關係，子女與父
母的關係愈好，你愈能體會父母的愛在你身上，期盼弟兄姐妹能重新調整你與神的關
係來經歷神的同在。
一、神的話語帶有權柄，我們可以從禱告中來經歷神的同在。
以利亞的是先知，他奉命到亞哈王面前宣告「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
雨」亞哈王是以色列國一個出名的歹王，在位 22 年，他所行的壞事記在十六:29~34，
王后耶洗別不止在撒瑪利亞建巴力神廟，還在廟中為巴力築壇並要求以色列人拜巴
力，這是在上帝面前最大的罪。十誡中第一誡：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上帝。第二誡：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絕不容許用別的神來匹配我。先知以利亞
奉命到亞哈王前宣告上帝的懲罰即將來臨，結果有三年六個月沒下雨。
禱告是上帝給我們的權柄，基督徒若不會禱告，你就失去了這種權柄，但讓我們
失去這種權柄最大問題就是罪，因我們的上帝是公義的，人若犯罪必受懲罰，亞哈王
最終下場是王與王后均死且王室失落，一個人的罪連累了整個國家，以利亞是上帝的
僕人，帶著神的權柄來對亞哈王說話。
二、上帝永遠在我們前面為我們預備道路。
當先知在王面前宣告上帝的懲罰後王要殺他，上帝叫以利亞去到約但河東邊，躲
在基利溪旁。4v 有一句話”我已經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同樣一句話出現在 9v”我
已經吩咐那裏一位寡婦供養你”。「我已經吩咐」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上帝永遠在
我們前面為我們預備道路。以利亞先知在基利溪旁每天喝溪水並且上帝命令一隻烏鴉
早晚各一次帶餅和肉來供養他。上帝並不是先給以利亞餅和肉，而是叫他去，前面的
道路你的欠缺我已為你預備好，這就是經歷神的原則，神為那些祂所揀選的人，為主
盡忠的人，神為他們負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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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沒經歷神了，我們的神是聽人禱告，照顧掌管一切的神，我
們的上帝不只是高高在上，很偉大的神，他也是一位看見他子民的困苦，聽見百姓的
哀聲，知道他們的痛苦，更是下來拯救百姓，是行動的上帝（參出埃及三:7~8）
，祂愛
你、愛我，他不止讓你在苦難中經歷祂，祂也愛你可以去向世界見證”這位神是偉大的
神，我能為祂做見證”。
三、你能經歷神但更重要的是要為祂做見證
為什麼神不叫他去住在有錢人的家中，至少也有東西吃，卻是叫他去投靠一位窮
人，這是神行事的原則，有時候我們不明白，神常使用那些軟弱的人、平凡的人、世
人看不起的人來彰顯神的大能。當先知去到撒勒法恰好遇見這位婦人在路旁撿拾木
柴，先知說”求你用器皿取點水給我喝，再拿點餅給我”，婦人回答”我那有餅，我只剩
一把麵粉和一點油，吃完只有等死而已”，這句話說出世人的無奈、哀嘆和絕望，今天
有多少人與他相同，在那裡說”死了就算了，活下去有什麼意義”，有多人生活在苦難
中，只要你將耶穌介紹給他們，他們的人生將成為不一樣，以利亞先知在這裡說”先為
我預備，先為我做一塊餅，然你罈內的麵粉必不減少，你瓶裡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
和華降雨，在地上的日子。
這是經歷神的原則，
「先為神預備，然後祂為你供應不息。」麵粉和油若是一次全
滿起來，不知他們要何等高興，但是沒有，仍只有一點點，在我牧會經驗中，我亦是
這樣經歷神，我不是一次就會講道，聖經也不是全部瞭解，我和大家一樣，是每日依
靠主，對主說”主啊，沒有你，我不能做什麼，沒有你加添我力量，我不知道要如何服
事你”。上帝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加添我的力量。
弟兄姐妹，你也能夠在你生命中時時刻刻去經歷這位神，只要你相信，只要你開
口對他求。我對主說「主啊，我愛你不夠，我實在不配，我獻身做牧師，在生活上一
切都沒欠缺，教會長執弟兄姐妹也都很疼我，但我實在愛你不夠，幫助我能更愛你。」
記得在 2002 年 3 月 17 日我們三位傳道師一起在新樓醫院禮拜堂舉行封立牧師時，我
們三人並沒說就任詞，只有用一首「主啊，我在這裏」唱出我們的共同心聲，讓我們
現在一齊開口唱這首歌，求主差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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