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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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今日(2/9)舉行定期會員和會，一、二堂禮拜合併於 09:30 舉行。在籍會員
名單公布於布告欄，如有誤漏，請告知小會書記–許允麗長老。
2. ★下週主日(2/16)是「原住民宣教奉獻主日」
，由 Sudu Tada 牧師前來本會請安並主
禮一、二堂禮拜。
3. ★吳林桂英姐妹(吳美瑩執事的母親)於 2020 年台灣時間 1 月 23 日在美國洛杉磯安
息主懷，享年 101 歲，已於 1 月 31 日在 Rose Hill Alhambra Golden Champel 舉行
告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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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今日(2/9)主日禮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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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題目：【信心的祈禱是大有功效的】歡迎踴躍參加。2 月份壽
星：林靜萍姐、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吳睦麗姐，祝壽星們生日快樂，耶和
華祝福滿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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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費用：每人 3000 元，團契會員有補助。
○
2 報名：請洽副會長–張耀文，3 月 8 日截止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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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歡迎兄姐為主日插花奉獻，認捐金額一次為 1500 元，請於奉獻袋註明為「主日花
材奉獻」及姓名、日期。感謝您的奉獻，上帝必加倍賜福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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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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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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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部舉辦「二二八事件 73 週年紀念追思禮拜」，時間：2 月
28 日(五)下午 2:28，地點：台灣公義行動教會(台中公園更樓前)。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臻愛系列 1」
，時間：3 月 28 日(六)，
地點：霧峰省議會（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費用：3/2 前 750 元/人，3/9 後 800
元/人。報名條件：基督徒或慕道友 64~84 年次，報名請洽 line ID：cjhung0130
洪秀貞組長。3 月 20 日截止。
3.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行親職講座，內容：(1)從心學情緒–談情緒發展及引導方法
(2)學習與互動的關係建立。時間：2 月 22 日(六)09:30~11:40，地點：柳原教會
古蹟教堂，對象：主日學同工及有志。請於 2 月 15 日(六)前向林冠宏傳道師報
名(049)2271 222。
＊代禱事項＊
1. 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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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育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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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Siū-siong ê lô͘-úi, i bô at-chı̍ h, beh hoa ê teng-hé, i bô phah-sit; i chiàu chin-sı̍ t,
chiong kong-lí thoân-pò͘. (I-sài-a 42:3)
(台語) 受傷的蘆葦，伊無遏折；欲熄的燈火，伊無拍熄。伊照真實將公理傳報。
(以賽亞 42:3)
(華語)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以賽亞 42:3)
＊下週金句＊
加拉太二: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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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主理：陳祐陞牧師）。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2/9(日)
太 14

日期
經節

2/10(一)
太 15

2/11(二)
太 16-17

2/12(三)
太 18

2/13(四)
太 19-20

2/14(五)
太 21

2/15(六)
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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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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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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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udu
Tada

上帝的團契

約翰福音
五:1-9

4

2
303
397

尼西亞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16

Sudu
Tada

上帝的團契

約翰福音
五:1-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19

陳正雄

面對未來社會
的態度

馬太福音
六:19-21

8

18，
595，3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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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靠主喜樂】

腓立比四:4~7

陳祐陞牧師 2020/2/2

今天的經節腓立比四:4~7 是很多人很愛，也不斷在經驗到的經節，人都很愛有喜
樂的生活，我相信沒一個人不愛生活在喜樂的中間，總是很可惜很多人並不是按呢，
不但沒喜樂，而且是生活在擔重擔很艱苦的中間。保羅在此給咱說，咱攏可以有一個
很喜樂的生活，4v 他說：
「著常常踮佇主來歡喜。」什麼叫做踮佇主的歡喜？就是當人
的生命與耶穌基督結連起來之時候，才有真正的喜樂，這種的喜樂較不是咱平時在想
那種「我有達到某種成就、我若得到某種東西，那種的喜樂。」這種的喜樂就是說，
你已經有得耶穌基督，踮佇主裡面的喜樂。人許多時候都是用我欲得到什麼成為咱的
喜樂，咱較沒因為咱現在所擁有的來歡喜。最大的喜樂就是主有賜咱活命，不是你有
什麼成就來歡喜，因為咱是上帝所創造的寶貝，上帝互咱會當喘氣，會當振動、會當
吃東西，上帝已經互你的禮物就是你本身的活命，咱要為著按呢來歡喜。
勞倫斯弟兄是一個與上帝很親近的修道士，他是怎樣識主？他說：
「當冬天在外面
下很大的雪，樹上都沒樹葉，但是當春天即將到，樹上開始有發芽，我在春天欲來之
時，看到葉子生出來，我發覺生命的寶貝，那棵樹外表雖然是乾去了，但它裡面有活
命，所以到春天之時，它會生出嫩葉。我看到春天的第一片樹葉，體驗到人生命是上
帝所看顧賞賜，來感謝上帝。」勞倫斯並不聰明，也沒讀什麼書，原來是在替人做雜
工的，在他體驗到生命是上帝所賞賜這項事以後，他感覺我雖不聰明，沒才能，總是
我有活命，所以我會當感謝上帝，他感覺在世間，人若能在生活上去經驗到上帝的疼，
那個人是最有福氣的人。後來他想欲去做修道士。但是當他去到修道院，考識攏不通
過，修道院的院長給他說：
「我想唯一互你進入修道院方法，就是你來修道院的廚房做
麵包互修道士吃，從廚房工作開始。」他說：
「不要緊，我在廚房也能經驗上帝。」所
以他就進入修道院的廚房工作。當他在那揉麵粉之時，他就給上帝說：
「上帝啊！多謝
你互我有一雙手能夠揉麵包，也感謝你今日互我經驗到你也與我在此相及在揉麵包。」
所以他與上帝愈來愈親近，後來那些修道士若來餐廳吃飯時，看到他的臉充滿笑容，
就問他說：
「兄弟，阮每日透早 5 點起來祈禱，但阮心內為何沒有你那種的喜樂？每次
看到你的臉攏那麼高興。」他說：
「因為你不會去珍惜上帝已經互你的，我會曉為著上
帝已經互我有生命來歡喜來感謝，因為活命本身就是一個喜樂。」這種踮佇主裡面的
歡喜就是會曉掠住主已經互你的來歡喜。
第四章 1v 保羅因有這種的祕訣，所以他說：「所以我所疼所欣慕的兄弟，做我的
歡喜，做我的冕旒的。」保羅在此將腓立比教會的兄弟姐妹看為他的冕旈，保羅他不
是說腓立比的兄弟姐妹，因為恁的成就我非常歡喜，不是！他說：「恁就是我的歡喜，
我的冕旈。」在希臘的世界人真清楚有兩種的冕旈，一種是戴在國王頭上的王冠，另
一種是運動選手在奧運比賽冠軍的時，用一種藤仔花所編的一個王冠，戴在比賽贏的
人的頭上，凱旋入城有樂隊及大群人歡迎他們。所以保羅在此「腓立比的兄弟啊，恁
就是我得勝的冕旈，在耶穌基督內面我有得到恁來歸主，所以恁親像一個王冠，戴在
我的頭上，我因為恁來歡喜快樂。」所以在此咱看到一個事實，保羅並不是因為腓立
比教會兄弟的成就在歡喜。
第二種的喜樂就是交託的喜樂。6v 說：
「一概莫得掛慮，獨獨萬事著用祈禱、懇求，
及感謝，將恁所求的排列佇上帝。」耶穌知咱的軟弱與咱生活上的問題，這些會互咱
失落喜樂，所以他教咱有一個祕訣，就是會當將咱的問題交託互上帝，這叫做交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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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就是將你的問題重擔攏交託互上帝。兄弟姐妹！什麼叫做託託的祈禱？John Rice
曾說：
「祈禱不是親像坐遊覽車四界觀光旅行；祈禱是開一台卡車，去到上帝應允的倉
庫，載滿上帝所欲互你的應允，載回去恁家。」意思就是說祈禱不是在口中唸說上帝
不錯，他有疼我。祈禱不是按呢，祈禱是你要有信心，相信上帝一定會給你成就。親
像你駛一台卡車去載上帝欲互你所需要的東西。有時，你去，上帝會叫你在那等候，
有時等一下子，有時等很久，不過因為你有信心，等候上帝說好，互你載滿滿回來，
這就是禱告。所以交託的禱告，就是在心中相信上帝一定會互我，會替我做成這件事。
台灣人一句話說：
「女兒賊」意思並無歹意，就是說嫁出去的女兒，回來娘家，大包小
包帶回去，因為女兒與父母的關係真好。我聽過一故事，有一女兒每次回後頭厝攏大
包小包拿回去，小弟看得不高興敢怒不敢言，有一次女兒回來，父母不在，又拿了整
布袋回去，當母親回來時，看弟弟在哭，問說：你哭什麼？才知道情形，老母給這個
小弟安慰說：
「不要緊，下午我帶你回去恁外公外祖母厝搬。」小弟聽此才笑出崍。兄
弟姐妹，你若與上帝有很好的關係，有信心，上帝就欲將你所求的攏賜互你，真正就
是按呢。
咱所信靠的上帝實在是一個萬富有的上帝，他的能力，歡喜欲臨到咱每一個人，
或許是因為咱自己的爭扎過多，不肯將主權來交互主，致教主不能做工在咱身上，當
你會當將自己完全交給上帝的時，就是你自己退下來，互上帝管理；你降服來互上帝
作主，上帝才能夠作工在你的身上。
兄弟姐妹，在咱的生活上為什麼沒喜樂？為什麼基督徒今仔日得到主這呢大的恩
典，猶閣在背自己的的擔，是因為咱將所有憂慮都提來自己擔，主耶穌來，很清楚給
咱說：
「凡若勞苦背重擔的著來就近我，我欲互恁得到安息。」當上帝的大能大力欲臨
到一個人的時，你還在那的掙扎就是代表你拒絕上帝，不肯放下來，求主互咱能夠得
到這種交託的喜樂，會曉將萬事都交託伊，在交託的中間，重新得力。保羅不止教示
咱要有祈禱，懇求閣要有感謝，所以在交託的喜樂以外，咱閣有一個感謝的喜樂，或
許咱會說：「上帝都還未答應，還未互我就要先給他感謝，不知得的到或是得不到？」
但先給上帝感謝，是比較好的方法，因為你先感謝，上帝也歹勢，說這個小子漢呢有
信心，還沒互他，他就先感謝，緊給送互他，所以踮佇主，靠主的喜樂，就是這款會
曉感謝的喜樂，凡事感謝。
兄弟姐妹「著常常踮佇主來歡喜，我欲閣講伊，著歡喜。」保羅在腓立比書攏總
說十次歡喜、喜樂，什麼時候說喜樂？是佇保羅互人關監時說喜樂，人在順境中說感
謝比較簡單，在逆境中說感謝是不簡單的代誌，保羅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充滿喜樂，因
為他知「上帝所賜的平安，會 過一切人所想會到的，欲佇耶穌基督保守恁的心，恁
的念頭。」上帝是賞賜平安的上帝，伊的確欲保守咱。除去咱心中很多憂慮，互咱的
心有喜樂，閣有真實的平安。我真盼望咱每一位兄弟姐妹在日常的生活經驗佇主內面
的歡喜，將所有的重擔交託主，來看著主將活活潑潑的生命賞賜互咱，相及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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