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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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主日(6/7)舉行聖餐，08:30 召開小會。事奉人員如下：
捧餅：第一堂–洪添裕、蕭敦愷、王文良、蔡文華、卓孟佑。
第二堂–余燕儒。
捧杯：第一堂–余燕儒、謝理明、卓啓煌、劉美緻、王文良。
第二堂–蔡文華。
2. 台中市十字園訂 6 月 13 日(六)上午 10:00 在民族路教會教育大樓 2 樓(B02-01)
召開董事、管委聯席會，請同工們出席參會。
3. 紅香教會附設以便以謝學生中心訂於八月 15 日舉行以便以謝教會成立感恩禮
拜，禮拜堂修建工程共需 50 萬（詳如附表），若有兄姐願為此修建工程經費
奉獻者，請告知陳祐陞牧師或於奉獻袋上註明「為以便以謝教會奉獻」
，並於
6 月 21 日以前完成。
以便以謝福音中心禮拜堂修建工程項目及預算

修
建
工
程

項目
1.拆除工程
2.講台地板
3.講台造型壁面
4.天花板
5.粉刷工程
6.電氣工程
1.鐵棟
7.親子室
2.裝修
小計
音響設備

設
講桌
備
座椅（折合椅）
工
冷氣機
程
小計
合計

說明
原講台壁面、鋁門窗、雨棚等及清運
加高（20CM）地板
鋪設石材、十字架含燈具、木作壁面
部份天花板換新
開關箱、燈具
增建
隔間及隔音窗
擴大機、數位光碟機、喇叭、無線麥克
風、爵士鼓
1個
60 張（含椅套）
2台

金額
8,000
40,000
60,000
7,000
25,000
40,000
80,000
40,000
300,000
70,000
10,000
60,000
60,000
200,000
500,000

4. 本主日(6/7)花材由陳慧錦執事奉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6 月 19 日~20 日（週五~六）於彰化靜山靈修中心舉辦避靜靈修會，名額 20
名（已全程參加 3 次培靈先修課程者優先），費用：500 元，敬請有意願的兄
姐報名參加，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截止日期：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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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黃茂卿姐妹、梁黃美月姐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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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期三福訓練（導師：陳祐陞牧師）
1. 本週課程：(一)單元六–恩典、罪人。單元七–上帝、耶穌基督。
(二)背記–信心。
2. 第一次實習探訪（5/28），對三人講述福音，三人決志（100%）。
四、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柳原暑期兒童–「愛在一起」，時間：7 月 1 日(三)~5 日(日)，代辦費–烏
克麗麗進階班：$800，趣味編織班：$800，輕黏土班：$1300，Poping 街舞
班：$1000，蝶古巴特班：$1300。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7 日止，請向辦公
室報名。
2. 本日(6/7)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可福音三:20~35。
3. 5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6/7

洪泰陽

卓啓煌/陳映伶、陳皓衽

6/14

高雅智

卓啓煌/陳映伶、陳皓衽

信息/祝禱

幼稚級

謝理明
劉雅玲/
潘哲雄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郭柿娘

洪泰陽

郭柿娘

洪泰陽

五、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2015 年手鐘團招募新團員，有興趣學習手鐘及有意願奉獻服事者，請向
簡安祺幹事報名。每 3 人為一組，會安排參加新生訓練，已報名者請等候通
知上課。
六、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每週一晚上合唱團練習時間 7:00~8:00，於松年會館有安排老師與家長們的
分享時間。6 月份將邀請陳正雄牧師分享：
「趣味的台灣話」
。邀請各位兄姐前
來參加。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6 月 10 日(三)上午 09:00 健康講座–由彰基周昆慶醫師主講，主題：「胃食
道逆流」。歡迎兄姐來聆聽。
2. 6 月 12 日(五)上午 09:30 將於豐原教會舉行 2014 學年度聯合畢業典禮。
3. 6 月 17 日(三)上午 09:30 舉行 2014 學年度下學期結業典禮，主禮：陳正雄
牧師，請兄姐關心、代禱、參與。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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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元/人（100 元由教社部補助）
。8 月 24 日截止，額滿為
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2. 2015 暑期台中大專青少年讀經營–「雅各書：那麼，你去，照樣做吧！」，
時間：7 月 28 日(二)~31 日(五)，地點：聖愛山莊。費用：2500 元/人(6/21
完成報名 2000 元/人)。報名網址：http://goo.gl/forms/rf0QXhZo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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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磐頂教會訂 6 月 28 日(日)下午 3 時，舉行傳道師簡孟正封牧教育牧師授職
感恩禮拜。
4. 蘭大衛紀念教會訂 6 月 14 日(日)09:30 舉行設教五十週年感恩禮拜。
5. 台灣神學院訂 6 月 23 日(二)上午 10 時，舉行 2014 學年度畢業典禮暨授與
博士學位典禮。
6.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第七期台中中會輔導培訓營」(兩性交往、危險情
人)，時間：6 月 12 日(五)19:00~6 月 13 日(六)16:00，地點：聖愛山莊，費
用：1000 元。報名網址：http://goo.g1/forms/fb50H9g44p。活動聯絡人：
0916-867977 鄧任堯。
7. 「全國婦女靈修營」，時間：7/2~7/4(華語)、7/20~7/22(台語)，地點：新竹
聖經學院，費用：2500 元。截止日期：華語 6/15(一)，台語 7/6(一)。
8.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兒童夏令營–「耶穌陪我 Fun 暑假」
，時間：7 月 13~15
日，地點：埔里水頭山莊。費用：1500 元（5/24 以前優惠 1200 元），6 月
7 日截止報名。請洽成如慧傳道師 2201-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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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蘇英妹長老（跌倒）、林義耕兄、許湯秀姐、
梁祈錫執事、黃茂卿姐（骨折）。
2. 為 7 月 1~5 日主日學夏令營籌備工作代禱，期待更多同工對此事工有負擔。
也請家長關心子女的信仰生活。
3. 為本會參加今年升高中及大學的各項學測的學生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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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尼泊爾強震災難，援救工作及韓國 Mers 疫情控制代禱。
＊本週金句＊

Hiān-kim só͘ chûn ê, chiū-sī sìn, ǹg-bāng, jîn-ài; chí saⁿ hāng, kî-tiong tē it tōa
ê sī jîn-ài.（Ko-lîm-to chiân 13:13）
現今所存的就是信、向望、仁愛此三項，其中第一大的是仁愛。
（哥林多前書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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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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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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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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眼
光

6/7(日)

6/8(一)

6/9(二)

6/10(三)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上

8:1~22

9:1~26a

9:26b~
10:16

10:17~27

6/11(四)

6/12(五)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上

11:1~15

12:1~25

堂
，

6/13(六)
撒母耳記上

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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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姬文宗

吉甲的基督徒

約書亞五:2~5
8~12

4

42、346、510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14

姬文宗

吉甲的基督徒

約書亞五:2~5
8~1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17

陳正雄

禱告等待

徒一:12~14
約十四:15~21

19

157

同上

＊上週講道＊
【讓小孩到耶穌面前】
可:十:13~16
潘忠杰牧師 2015/5/31
一、你對年輕人的看法是甚麼？
二、你的看法跟耶穌的看法相同嗎？
1.有一個基督徒作家這樣問： 你曾想過為何上帝創造一個世界，其中的人類要
懷孕十個月，生下來後，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長大成人？ 為何上帝不創造人類
像蚯蚓一樣： 一個成人分裂或拆開來，就成為另外一個成人？ 上帝應該可以這
樣做，或是以其他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為何上帝命定有小孩，而不是單只有
成人？
2.這作家的答案是： 「小孩有信念，他們指出某些事物、他們代表某些事物、
他們表徵某些大過於他們的事物；他們代表一種依賴、無助、需要、不足，和信
心，這都是成人要進入神的國所需要的特質。 屬於天國的人「正是像他們這樣的
人」。(v 14) 這是他們獨特存在的意義。們指出拯救的方式： 因為上帝國的子民
正是像他們這樣的人」
三、如果你是青少年或是年輕人，看到聖經用【小孩】這個詞語來描述，不要覺
得太難過。
1.第一世紀的希臘文中，沒有【青少年】這樣的用詞。
2.在第一世紀，你不是小孩，就是大人。
a.你只要到 13 歲，你就被看做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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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你不只像成人般被對待，你也肩負成人的責任，也必須像成人一樣工作。
c.年輕人是有趣的：當我們年輕時，我們想要變成熟；但當我們變老時，又
想要年輕。
四、經文當中教導我們那些有關青年事工的事情呢？
-- 三個基本事項：

(一)招集

A.注意到經文說「有些人」帶著小孩來見耶穌
1.為何馬可沒有用【父母親】這個字詞？
同樣的事件在馬太和路加福音中也有紀錄，兩位作者也是用「有些人」而
不是用「父母」。
2. 我們當中可能有需多人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坐下來一談到年輕人，就會
說「現在的年輕人實在大不如前」；「我們以前像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也
不會這樣」。但我們曾經有過任何努力，積極的參與他們嗎？
-- 我們被呼召來帶領年輕人來認識耶穌，並被耶穌祝福。
3.帶領年輕人來`到耶穌面前，幫助他們找到與耶穌建立親密關係的方式。
B.為何趁他們還年輕時，帶領他們來耶穌面前這麼重要？
美國佈道家慕迪，有一次在復興特會講道回來，他報告說有兩個半的人
信主。有人就問：「兩個大人，一個小孩？」慕迪回答：「不是，是兩個
小孩，一個大人。小孩獻上整個人生，大人只能獻上一半。」

(二)鼓勵
A.注意門徒把帶年輕人來的人隔開
1.他們都是重要的【核心維護者】
-- 他們認為耶穌不能被微不足道的小孩打擾
2. 這個事件不只記錄在馬可福音，在馬太和路加福音中也有紀載。
-- 經文中提到門徒做的事是用【責備】這個字
a.這跟描述耶穌在加利利湖上平靜風浪時，使用的是同一個字。
1)它的意思是【戴口套於…】、【上口罩】
2)它具有嚴格禁止某些事物的概念，帶有如果不服從某項命令，會有懲罰
的威脅的想法。
b.門徒要把這些吵鬧的小孩，以及這些帶小孩來鬧的監護人隔離開耶穌，完
全沒有商量的餘地。
-- 趕離開之後，耶穌才有更重要的事可做。
B.為何門徒會做這樣的事？
--畢竟，他們也曾經看過耶穌為小孩服事的心。 在馬可福音裏，馬可紀錄了一些
耶穌與小孩接觸的事件：
1.馬可五：41 – 讓葉魯的女兒復活
2.馬可七：29-30 – 幫泰爾地區的一個婦人的女兒趕鬼
3.馬可九：25-26 – 幫一個被鬼附的小孩趕鬼，這鬼讓這小孩無法說話。
4.馬可九：33-37 – 他們來到迦百農，進屋子後耶穌問他的門徒：「你們在路上
爭論些甚麼？」 34 他們都不作聲，因為一路上他們在爭論誰最偉大。 35 耶穌坐
下，叫十二使徒到他面前，對他們說：
「誰要居首，誰就得居後，作大眾的僕人。」
36 於是他找一個小孩子來，叫他站在他們中間，又抱起他，對他們說： 37「為
了我而接待這樣一個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不僅僅是接待我，也是
接待差我來的那一位。」
5.然而，最後他們卻看見，門徒才是問題。
-- 他們不讓年輕人接近耶穌
6.令人驚訝的是，那些應該是與耶穌最親近的人，卻是造成最大問題的原因
C.耶穌對門徒行為的反應是甚麼？
1.14 節說耶穌對門徒【生氣】
a.這個字在希臘文裏，是一個複合字，意思是【很悲傷】。
-- 這個字在強調情感上深沉的痛
b.新約中這個希臘文唯一出現一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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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門徒做了甚麼讓耶穌既生氣又極度悲傷？
-- 對耶穌來說年輕人不是不重要的
3.看到這些麻煩年輕人，門徒想說需要保護耶穌。
-- 耶穌卻指出，有時需要在成人中，保護年輕人。
4.之前，我們讀馬可福音第九章提到，耶穌用小孩來表示誰是天國中最大的。
我們來看馬太如何記錄耶穌說的話：
--馬太十八：1-6 – 那時候，門徒來問耶穌：「在天國裏誰最偉大？」 2 耶穌叫了
一個小孩子來，讓他站在他們中間， 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除非你們回轉，
變成像小孩子一樣，你們絕不能成為天國的子民。 4 像這個小孩子那樣謙卑的，
在天國裏就是最偉大的。 5 為了我而接待這樣一個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6
「無論誰使信徒中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離棄我，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
把他淹死在深海。 」
D.如何實際激勵年輕人？
1.跟年輕人談話
2.拍拍他的背，告訴他表現得還不錯。
3.寫張鼓勵的卡片或信
4.在聚會碰到時，邀請他們坐在你旁邊。
5.正面地談論年輕人之間相互影響的事物
6.通知他們有那些年輕人的聚會活動
7.激勵年輕人為基督服務，或是鼓勵某些人全時間服事主。
-- 有些人會資助年輕人讀神學院，或其他的學習機會。
8.為青年事工的服事者祈禱
--青年事工其中一個問題是，沒有足夠的經費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三)裝備
A.甚麼是青年事工？
1.以教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青年事工像是禮拜中的一個奉獻。
a.教會給年輕人
b.教會為了年輕人，成為年輕人的代表。
c.教會與年輕人站在一起
d.從年輕人到整個教會
2.它涉及：
a.藉由傳講和教導上帝的話語，分享上帝的恩典；接受年輕人為神國中重
要的一分子，透過我們展現耶穌基督的愛的態度和行動，觸及年輕人的需要。
b.讓年輕人在耶穌基督裏找到信仰和認同；幫助他們發展服務的事工。
B.為何我們該投資一個堅強的青年事工？
1.為了年輕人的益處
a.年輕人生命中需要上帝救贖的力量
b.他們需要堅強的信心去面對世上的壓力
c.他們需要耶穌基督的愛
2.為了我們的益處
a.耶穌說成人需要成為更像小孩，而不是小孩要成為更像成人。
1)為了真實活在神的國度，我們必須成為像小孩一樣的謙卑、信任。
2)換句話說，年輕人能教導我們一些關於上帝國的事情。
b.年輕人珍視自己的權利，為比自己更遠大的事情堅持。
-- 他們所展現依賴、無助、不足，和信心，是成人要進如上帝國所需要的
特質。
結論：
A.耶穌的談話中給我們一些青年事工重要性的思考：
1.做青年事工不是關於花錢、不只是有一段設計得不錯的時間，或是很有娛樂
性、不是有不同型態的音樂，也不是讓他們有地方可以去才不會來打擾大人。
-- 青年事工是有關於上帝的國度！
2.有時我們會投資錯誤或失敗： 買房、買車、買衣服……。
3.投資策略：
a.當我們投資在年輕人身上，我們是在投資上帝的國度。
b.我們投資在年輕人身上的是甚麼？ 是上帝的國度。
4.基督徒應該敞開教會之門歡迎他人，而不是作信仰的檢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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