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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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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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原教會防疫措施＊
弟兄姐妹平安！因應受武漢肺炎影響，教會啓動防疫措施如下，希望兄姐一起配合！
1. 週日進入禮拜堂前請配合門口接待同工進行雙手的消毒。
2. 禮拜中為了不傳染別人或被傳染，室內聚會請儘量戴口罩（請自備）。
3. 已有咳嗽、流鼻水、發燒症狀的兄姐建議在家中觀看新眼光、好消息電視台頻道。
4. 請在近期內到過中國的弟兄姐妹先不要來教會，直到回國 14 天後沒有任何症狀
再恢復聚會。
5. 在教會聚會、開會儘量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
6. 防疫期間出入教會，問候時請以拱手代替握手。
7. 各團契、小組的聚會視疫情做調整。
柳原教會關心您，願主保守，閤家平安！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2/2)舉行聖餐聖禮典，08:20 召開小會。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何中亨、卓啓煌、何啓光、廖寶蓮、許明暉。
捧杯：余燕儒、卓孟佑、楊凱成、許明暉、許允麗。
華語禮拜–捧餅：劉雅玲，捧杯：張玉旻。
2. ★本會訂 2 月 9 日舉行定期會員和會，在籍會員名單公布於布告欄，如有誤漏，
請告知辦公室。當日一、二堂禮拜合併於 09:30 舉行。
3.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2 月 8 日(六)上午 10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
開第 1l 屆第 12 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敬邀委員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撥空
蒞臨參加。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1. 本日(2/2)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 2020 年春季靈修旅遊北北基知性二日遊，
日期：109 年 4 月 14~15 日(星期二、三)
第一天：各地出發→台北植物園→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IMAX 海洋劇場、主題
館、區域探索館→淡水老街→夜宿淡水亞太大飯店、美味晚餐。
第二天：平坦舒適的紅樹林生態步道+黃金水岸步道→淡水大珍市餐廳靈修→淡
水~大稻埕古蹟航線~藍色公路沿岸風光導覽解說→士林官邸參觀玫瑰
花展+蝴蝶蘭展→美味晚餐→溫暖的家。
費用：每人 3000 元，團契會員有補助。
報名：請洽副會長–張耀文，3 月 8 日截止報名。
2. 2 月第 2 主日(2/9)禮拜後 10:40 於一樓松年會館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會長
林靜萍主理。
3. 歡迎加入松年團契，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20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至 2 月
29 日截止，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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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有些傷–是容易被發現並且看得見，可以立即馬上處理，有些傷–看不見、摸不
著，無法得到適當的治療…若有一天發生重大災難時，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
只能看著事件發生、流著眼淚、默默禱告嗎？本次例會將邀請男聲合唱團及家庭
團契聯合聚會，也歡迎弟兄姐妹一同參與。例會時間：2 月 16 日(日)上午 10:40，
地點：1F 松年會館，司會：王惠玲，講員：蘇柏熙專科護理師，
題目：A.「生活中外傷處置的"別誤會"」。 B.「基督徒如何參與災難醫療」。
四、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參加貝斯速成班，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有心，我們
就教你！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五、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徵求志工，為讓圖書館正常運作，請大家協助。時段：禮拜三上午 09:00~12:00。
六、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2 月 8 日、22 日(六)15:30~17:00 於 2F 練唱室練唱，請團員準時出席。
七、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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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降低並且儘快度過高峰
期。
2. 本會柳原法人合併入後壠子法案已經由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核可，未來尚需經法
院清算財產等程序，請為本會兩法人順利合併代禱。
3.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何家卉(左
耳恢復聽力)。
＊本週金句＊
(台語) I kā góa kóng, Ū góa ê un, lí chiū kàu-gia̍h; in-ūi góa ê khùi-la̍ t sī tī lâng ê
loán-jio̍ k lâi chiâⁿ. (Ko-lîm-to hō.12:9a)
(台語) 伊給我講：「有我的恩你就夠額，因為我的氣力是佇人的軟弱來成。」
(哥林多後 12:9a)
(華語)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哥林多後 12:9a)
＊下週金句＊
以賽亞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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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禱告會＊
每週六08:10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2月8
日主理：陳正雄牧師）。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2/22(日)
太7

日期
經節

2/3(一)
太8

2/4(二)
太9

2/5(三)
太 10

2/6(四)
太 11

2/7(五)
太 12

2/8(六)
太 13

＊週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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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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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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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陳祐陞

時代的基督徒

徒十三:1~5

22

532
533
399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12

林佳勳

知足

腓四:10~13、19
提前六:6~10

20

19、
373、3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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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講章綱要＊
靠主的三種喜樂：
1、踮佇主，得到主的喜樂（約翰十五:9、11）
2、交託主的喜樂（馬太十一:28）
3、感謝的喜樂（腓立比四:7）

＊上週講道＊
【咱所經過的日子】

詩篇九十:9、六十五:11

陳祐陞牧師 2020/1/26

今天是正月初二新春稱謝禮拜，代先給大家說恭禧「新春快樂，上帝賜福！」人
所經過的日子有好有歹，親像咱剛才所讀的聖經詩篇九十:9「阮的日子攏經過佇你的大
受氣，阮的年歲過了親像吐一個氣。」另外在 65:11「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
的路徑攏有油啲滴。」我用這二節聖經與大家一起來反省，過去的一年咱的日子到底
是怎樣經過，是充滿吐氣的日還是充滿恩典的日子？一個人如果活在上帝受氣下面，
一定是因為他所做的事不互上帝來歡喜，甚至是得罪上帝，根據聖經，有四種罪是上
帝所無歡喜的。
一、拜偶像行可憎惡的事：歷代誌下卷廿四:18「in 放拺耶和華–in 列祖的上帝的殿，
去服事許個亞舍拉及偶像；因為 in 此個罪，就有受氣臨到猶大及耶路撒冷。」亞舍拉
是迦南地的女神，巴力是男神，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原起頭還是敬拜耶和華上帝，所以
上帝還是祝福伊，後來有人把耶和華看為山神，是西乃山的神，所以到佇平地就要拜
巴力，是六畜興旺的神，因為按呢，in 與上帝愈行愈遠，不止按呢，上帝的大生氣臨
到佇以色列，互 in 最後在主前 586 年亡國。十條誡第一條「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上
帝。」第二誡「不可為著自己雕刻偶像，不可敬拜他，也不可服事他，因為我耶和華
你的上帝，斷斷不容允用別的上帝匹配我。」所以拜偶像是侵犯上帝的聖潔與主權是
第一大的罪。
二、許願不還：(傳道書五:5~6)「你下願無謝，寧可無下。呣通互你的嘴致到肉體
犯罪，也呣通佇使者的面前講是錯誤下願。啥事互上帝因為你的聲受氣，來敗壞你的
手所做的啊？」下願無謝是一種自欺也是欺騙上帝的行為，上帝是不可以輕慢的上帝，
所以下願不還也是一種的罪，啥事互上帝因為你的聲受氣來敗壞你的手所做的。
三、硬心不肯悔改：羅馬書二:5~6「竟然照你的硬心及呣反悔的心，為家己積聚受
氣佇受氣的日，就是上帝義的審判顯明的日。伊欲照逐人的所行來報應伊。」在此很
清楚告訴我們「硬心不肯悔改的人是為自己累積上帝的受氣，將來佇上帝審判台前欲
受更重的審判刑罰。」如果肯及時悔改，徒三:19 說：「恁的罪會得擦消，互安樂的日
期會對主的面前來。」所以不肯悔改的人，罪沒得到赦免，心中就沒有平安，所經過
的日子就沒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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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約翰福音三:36「信子的人有永活；呣順子的人
看見活，上帝的受氣佇伊的頂面。」耶穌在世上的時，曾表明他是上帝所差來的，是
人類的救世主，他對當時的人說：「恁著信上帝，也著信我。」又說：「我踮佇父，父
踮佇我，恁著信我，若無，也著因為我所行的事來信我。」今天咱信耶穌，若是單單
信他是一個偉大的教師，社會的改革者，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不夠的，咱必須相信耶
穌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才能得到上帝的歡喜。」反過來說，不相信耶穌是上帝的
兒子的人，上帝的受氣就常在 in 的身上，所以人所經過的日子，若是生活在上帝的恩
典中，一切就不同的，上帝恩典中的日子，親像約伯卅六:11 所說：
「in 若聽趁來服事，
就欲亨通過日，歷年安樂。」若是按呢，人欲怎樣，要有什麼特質或是說什麼款的人，
上帝才會施恩典互 in？」
一、有誠實、公義和正直的人：所羅門王曾說：「你曾施大恩互你的奴僕–我的父
大衛伊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及你佇啲，行佇你的面前，你也給伊留此個大恩典，
就是賞賜他一個子坐伊的位，親像今仔日的按呢。」所羅門在此見證上帝施大恩互他，
互他能夠續接伊老父的王位，是因為伊老父大衛王用誠實、公義和正直的心行在耶和
華上帝的面前，在此互咱看出來，人若有誠實、公義及正直的心的人，上帝一定會祝
福在 in 的子孫，這是上帝所施落的恩典。
二、等候上帝的人：耶利米先知在哀歌三:25「見若聽候耶和華，尋求伊者，伊欲
施恩互伊。」聽候耶和華及倚靠耶和華意思是一樣。這裡所說的「聽候」是親像在黑
暗中等候天亮的心情一樣，表明一個人有時人生雖然遭遇到苦難，但因為全心信靠上
帝，尋找上帝的幫助，最後互苦難成為祝福，互荊棘變為冕旒，黑暗成為光明，這就
是上帝的恩典。
三、抬約櫃的人：意思就是在教會內參與服事的人，以色列人中只有利未人可以
抬約櫃，in 世世代代成為祭司，祭司的工作是在上帝面前服事上帝，替百姓獻祭事奉
的人。約櫃內放的是十條誡，所以抬約櫃的人在屬靈的意思是寸步不離開上帝的誡命，
並確實遵守的人，這種順服上帝、事奉上帝的人，必得到大的恩典。大衛王在迎接約
櫃進入耶路撒冷為約櫃來舉行感恩及謳咾的禮拜，由大衛王親自主持，後來上帝大大
祝福他，使他連連在戰爭中得勝利，打敗非利士人、亞捫人及亞述人，建立大衛王國。
今天咱若能成為一位「抬約櫃的人」在生活上也必大大得勝，這是上帝的恩典。
四、在上帝面前謙卑的人：雅各四:6「上帝抵敵驕傲者，賞賜恩互謙卑者。在上帝
面前謙卑的人，上帝所要賜互他的恩典就是大大重用他。」咱看使徒保羅他自己稱自
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不夠稱為使徒，他在弗三:8 這樣說：「我是眾聖徒中上第一細的，
得著此個恩典賞賜我，通將基督測得的富有傳互外邦。」保羅因為謙卑來得到上帝重
用，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兄弟姐妹，得到上帝恩典的好處實在太多了，除了上面所說的「祝福的子孫，患
難中得到拯救，過得勝的生活，安享幸福的日子，互上帝重用，有了恩典還能在耶穌
基督裡面得到救贖，成為富足，享受永遠的榮耀。
兄弟姐妹，但願咱在新的一年共同來追求充滿恩典的日子，不可互咱所經過的日
子陷落在上帝的受氣中，新的一年從新春年頭到年尾，有上帝的恩典做咱年冬的冕旒，
有油滴在咱今年每一天的日子中。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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