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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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台北大安教會陳文欽牧師娘帶領該會天使兒童合唱團及家長來本會禮拜。
2. ★恭喜本會蕭仁維傳道師通過牧師資格講道，並取得牧師資格。蕭傳道在教會服
事至月底，多謝他三年來在柳原教會的付出，協助牧師推動教會各項事工，求主
賜福的家庭。
3. ★恭喜本會魏廉鴻、顧興怡夫婦喜獲一子，願上帝祝福。
4. ★本會訂 7 月 15 日檢帳，請各單位備齊 2018 年 1~6 月份的傳票、簿冊受檢。
今年度檢帳員：廖淑玲、蔡憲仁、顏美玲、陳麗惠。
5. ★2018 年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有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6. ★本會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舉行柳原教會 120 週年慶演唱會，演出內容：兒童神
劇–「創世紀」。時間：7 月 21、22 日(週六、日)19:30。請兄姐踴躍參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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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為
此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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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7/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暑期兒童營於 7 月 2~8 日舉行，本日(7/8)舉行成果發表會。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7/8)禮拜後舉行松年團契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邀請潘哲雄長老主理與信
息分享。邀請兄姐踴躍參加。
2. 七月份壽星：張連香長老、鄭麗娥姐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耶和華所賜
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憂慮。】（箴言十章 22 節）
3. 七月份第五主日(7/29)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負責獻詩服事，請松年團契兄姐
在 7/15、7/22、7/29 等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於松年團契教室練唱詩歌。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7 月 15 日舉行例會，主理：張榮璋弟兄，司會：黃金鈺執事，題目：「夏日芳
療&精油無痛刮痧」。
2. 【第三季壽星】張連香、鄭純珠、阮淑卿、盧金梅、程玉珍、王惠玲、胡翠峯、
詹淑靜、劉淑姝、葉美玲、林碧霞、李鳳珠。願上帝祝福滿滿，生日快樂！
四、少年團契（會長：楊君贊同學）
少年團契訂於 7 月 12 日(四)舉行送舊活動，欲前往台中后里麗寶樂園，上午 09:00
於教會集合出發，預計下午 18:00 返回教會，請兄姊關心代禱。
五、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1. 花材認捐表貼在禮拜堂大門入口內（古蹟禮拜堂也有），每週 1500 元，歡迎兄
姊踴躍認捐填寫，無填寫在表內有臨時要奉獻的也很歡迎，願上帝感動你！
2. 感謝上半年為主日花材奉獻的人，這裡不勝枚舉，願上帝都記念並加倍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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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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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
留下聯絡資訊。
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蘇柏熙弟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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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蕭傳道的家庭及未來教會事工，服事的道路來祈禱，求主賜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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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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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
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lín chêng sī àm, nā-sī taⁿ tiàm-tī Chú sī kng, tio̍ h chiàu kng-bêng ê lâng lâi
kiâⁿ. (I-hut-só.5:8)
(台語)因為恁前是暗，若是今踮佇主是光，著照光明的人來行。（以弗所 5:8）
(華語)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是當像光明的子
女。
＊下週金句＊
以弗所 5:9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7/14)由呂明玲執事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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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節

7/8(日)
申
21-22 章

7/9(一)
申
23-24 章

7/10(二)
申
25-26 章

7/11(三)
申
27 章

7/12(四)
申
28 章

7/13(五)
申
29-30 章

7/14(六)
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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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5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四

暑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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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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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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7/15

耿明德

你看見什麼？

創世記
13:10-18

16

70
490
513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15

耿明德

你看見什麼？

創世記
13:10-1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18

陳正雄

真理叫人
得自由

約翰福音
八:31-36

33

373、283、510

同上

＊上週講道＊
【上帝國的宣教】

徒一:5~8

陳祐陞牧師 2018/7/1

今天是咱教會第四期三福訓練結業授證感恩禮拜，三福全名是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法，簡稱「三福」，就是福音遍傳，門徒訓練，教會培育。1960 年甘雅各牧師夫婦在
美國佛羅里達州，羅得岱保珊瑚脊長老教會開始牧會工作，經過 10 個月人數不增反減
從 45 跌到 17 人，此時甘牧師受邀請到喬治亞州主領佈道會，並且從史密德 Smartt 牧
師身上領會實習訓練的原則。回去後甘牧師由師母及二位信徒開始，慢慢裝備信徒，
會友迅速增長。1968 年已由 17 人→1366 人，到 1980 年人數約 10,000 人。
1967 年開始舉辦一期 6 日三福導師研習會，1970 年開始到美國其它都市辦導師研
習會，並由美國擴展到全世界，在 2016 年年底全世界有 238 地區及國家都有三福中心，
台灣是在 1982 年開始推動三福訓練，到去年已經有二千多名傳教者受過訓練。
我是在 1994 年在台南東門教會受隊長訓練，受訓中看到年長者流淚決志，對我有
很大的影響，訓練後我與上帝立約一生要帶領 100 人信主，我相信這也成為我 1996
年去讀神學院的原因之一。在 1999 年神學院畢業那年暑假，我再去受導師訓練，到
2006 年台灣三福中心又派我去三福發源地，美國羅得岱保珊瑚脊教會受主任教師的訓
練，在萬榮華教會牧會時，10 年中阮有舉辦過七期三福訓練，會友人數從 150 人增長
到 268 人，對一間在社區裡面的小教會能有這款的成長，實在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是咱柳原教會第四期三福訓練的結訓禮拜，這期有六位學員接受 8 週訓練，
在過去四期訓練中咱共有 29 人經過裝備成為三福傳福音的隊長，咱教會這幾年間聚會
人數的增長，三福事工的推動是一個很大的因素，牧師在長執會中曾說過，希望三福
訓練能成為咱教會每一年的例行事工，前半年有三福個人談道訓練，下半年有門徒造
就班，我相信咱教會三福隊長人數到 50~60 人時，柳原教會一定是一間對傳福音大有
能力又興旺的教會，求主施恩互咱。
基督徒一個很要緊的使命即是傳福音，徒一:8 是使徒行傳的中心經節，也是主耶
穌升天之前，互咱一個應允，咱一起來讀也將這節聖經背起來「獨獨聖靈臨到恁的時，
恁欲得到才能，閣佇耶路撒冷，遍猶太及撒瑪利亞，直到地極欲成做我的干證。」今
早上咱的主題是「上帝國的宣教」
，上帝國是什麼，咱每一個人在世間攏有一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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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是台灣人，總是在國籍上還是寫中華民國，人的國籍是代表他所歸屬的國家，總是 ‘
除了咱所說的國籍以外，還有一個更卡重要的就是靈界裡的國籍。上帝所管轄的國度
叫做上帝國，當咱猶呣識上帝的時，咱屬魔鬼控制，沒有自主權，咱以為是靠自己，
其實是受魔鬼來控制，魔鬼叫你去做你不要做的代誌，在你的裡面常常會有一個掙扎，
有一個很大的空虛感，因為你裡面的靈與創造你的神沒往來，關係沒連結起來。當人
受洗以後，人靈的生命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給咱洗清氣，互人的靈與上帝的靈再連結
起來，上帝將你從撒但國度遷徙到疼主的國度，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穌基督做你的救
主。換了國度就是換了主人，現在你的主人是創造管理宇宙全能的上帝。一個屬上帝
國度的人你不止有一個新的生命，另外你還可以有一個有能力的生命，每天你經驗到
你可以向上帝祈禱，上帝對我是漢呢真實，我頭前的道路他會當引導我，我有困難可
以交託互他，總是你不是只有坐著享受你的新生命，你還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你
既然有了上帝的生命，上帝也要互你有能力去負起他交託互你的工作，這叫做屬上帝
旨的人應該有的生活，就是要去傳福音，將這個好消息去傳給別人。主耶穌命令咱要
將福音帶到人的中間，他不是只有命令咱，主也有互咱一個策略，人在爭戰中一定要
有策略，親像做事業一定要有計劃，不可糊糊塗塗，都沒計劃，這種人一定 成功。
主耶穌在此給咱說「獨獨聖靈臨到恁的時，恁欲得到才能。」人若沒聖靈作工，
沒才能豈有辦法去傳福音；人若沒依靠主，只有靠自己就 當體會能力的生活。上帝
的能力今日還活活顯現在這世間，你有要去經驗嗎？你自己在上帝面前就要有這種的
渴望，給上帝說「主啊！我不但要有新的生命，也欲要有能力，有上帝的能力，會當
從上面加添互我，閣對我身上流出去」
，你可以對上帝求這種的能力。一個人若在信主
以後仍過著那種消極失志、驚東驚西、無能力的生活，那是很可惜的。聖靈降臨在你
身上，你就欲得到能力，這種的能力欲互你做什麼？
二、聖靈的能力是欲互你去為主做見證。什麼是見證？就是將經歷用嘴說出來，
將你生命的改變用生活表現出來，就是見證，來互人通過你就知耶穌基督是真實的，
他在你的身上，做了奇妙的代誌，改變你這個人，除去你以前舊的生活，互你的生命
帶來盼望、能力、氣力，基督徒需要為主做見證。
三、聖靈欲怎樣臨到咱的身上？請你看徒一:14 說「這些人都是同心專務禱告」。
禱告是教會復興的關鍵；禱告是聖靈臨到你身上的一個接觸點，人若沒有祈禱，聖靈
就沒辦法來接觸到你；教會若沒禱告，就聖靈的能力就無法來運行。
今天世界還有許多人在撒旦控制下面過著可憐的生活，Denning 是一位宣教師有
一次到印度，他真想知道印度人為何不要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當他走在印度恆河邊
的時候，看到有很多乞丐躺著或是坐在路邊，他就問這些導遊：
「為什麼這麼可憐政
府或是社會機構沒來幫助？」這些乞丐在路邊吃、住，生活都在那有些也死在那，
甚至有人欲死以前，因為街頭沒所在，就有人將踢入水溝在遐等死。這個導遊告訴
他：
「因為印度人宗教相信輪迴，相信這些人會按呢就因為前世人犯罪或是祖先
不好，所以才會這世人輪迴做乞丐，所以阮若去幫助，神明會生氣，因為這是神明
的意思，要輪迴受苦。」你看有可憐嗎？多麼可憐的宗教。後來 Denning 宣教師來
到泰國，他說在泰國的廟，連那些偶像你看到都會怕，他去時遇到一個慶典、遊行，
在遊行的時看到一些人臉用大粗鐵絲穿過去（臉皮）
，也穿過舌頭，然後在遐跳火（我
想台灣也很相似）
，他說奇怪這些人不痛、不受傷？後來人告訴他說，這些人用二個月
的時間去住在廟裡，充滿邪靈，到慶典時不怕一切，在遐大聲喊叫，實在是可憐，今
天撒但互人的眼睛睛盲，不知什麼是好，什麼是歹，什麼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自由，
主耶穌來世間將救恩互咱，互咱來得到真理與自由，這就是基督教寶貴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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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也看到 20 世紀末的 30 年，東歐洲一些共產國家的覺醒，原本是拒絕上帝，
欲用共產制度來改善國家，總是後來發現共產制度無法度來拯救的國家，改善
百姓的生活，所以到佇 1970 年以後，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蘇聯，對
宗教採取開放政策，因為知人心渴慕真神的疼，人的心需要上帝，人若沒回轉來到
上帝面前，人沒有真正的平安與喜樂。但願咱在靈程成長的過程，慢慢能夠分別清楚
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你若能將這些調整好勢，你的人生就欲成為不相响。
你若把這些次序打顛倒，你的人生永遠得不到什麼。
我不知兄弟姐妹恁曾用多少時間在主面前為著傳福音在禱告，不要每日只為著自
己的需要來祈禱，把上帝限制在這麼小的範圍，上帝欲將那個更大的福分互你，你要
有異象，求主互你成為一個用傳福音做中心，對福音有負擔的基督徒，上帝欲使用的
就是這款人，他的心永遠對上帝的國度有熱忱、有負擔，一個對上帝國度有負擔的人，
就是歡喜傳福音互別人，關心別人生命得救的人。兄弟姐妹！你有欲互上帝賜福互你
嗎？你要常常問自己「我欲做什麼款的基督徒？」你要與上帝有來往嗎？要！你要先
接受主；你要上帝賜福互你嗎？要！你要服事主；你要欲經歷上帝的能力嗎？要！你
要常常祈禱，你要先問自己。上帝永遠向咱挑戰，他互那些向他有信心的人，無限的
賜福與能力，求主幫助咱、激勵咱，互咱成為一個對傳福音有負擔，閣有能力的基督
徒。
主耶穌在此給咱說，咱宣教的策略有分地區，就是一:8「獨獨聖靈臨到恁的時，
恁欲得到才能，閣佇耶和華，遍猶太與撒瑪利亞，直到地極欲做成我的干證。」得到
能力欲做什麼？做主的見證。耶路撒冷意思就是你的本居地，猶太全地就是擴大你的
範圍，將自己居住的所在擴大到地區。咱教會在台中市，咱也要關心整個中部地區的
人。撒瑪利亞是什麼所在？離開猶太就是外地，好像離開中部到佇全台灣，親像離開
台中到佇台南、台北、花東。宣教師受差派出去國外宣教就是地極，派到沒人曾傳教
的所在，咱說「未得之地」
，今日咱台灣長老教會有差派宣教師到佇衣索匹亞、泰國山
區、日本北海道山區受努族去宣教、咱教會短宣到緬甸，這些即是地極的意思，傳福
音的策略就是對近到遠。
兄弟姐妹！是按怎人飢餓，因為人的心靈實在需要上帝，今仔日咱能來坐在這裡，
我盼望咱沒一人是佇上帝國度外面，沒有一人是在上帝救恩外面的人。上帝是創造你
的神，欲互你經驗到人生最大的福氣，就是會當與創造你的神有往來，會當稱呼他阿
爸父上帝，這是人最大的福氣。不要把這麼大的福氣放在一邊，去追求這個世界。咱
攏需要生活，總是當你的心尊主做大，你一切的生活上帝會照顧你，超過你的付出，
你若將你自己的精力去追求世界，等到有一日，你回過頭來看，你會發現你什麼都沒
得到。今仔日上帝的國度需要你，咱的教會需要你，你要起來為主做工，互自己成做
傳福音的勇士，成做禱告的勇士，每一個人起來服事主，每一個人有負擔。牧師真正
期待在今年中間，你可以導至少一人親人朋友來教會，你可以對說「我導你來教會，
一次就好，我帶你去聽，你從來沒有聽過，就是神與你的關係，好嗎？」準說他若欲
與你來，你要閣為他祈禱，將他交互上帝，接下去就仰望上帝的引導。
感謝主，他是復活的主，求主調整咱的腳步，跑走咱頭前的路程，重新設定你人
生的目標，願主賜福咱，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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