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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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今日(10/27)舉行今年第二次臨時會員和會，選舉長老（2020~2023 年）12 位，十
一月 3 日舉行今年第三次臨時會員和會，選舉執事（2020~2023 年）4 位。會員名
單公告於公佈欄，有錯誤者請與青美幹事連絡。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10/27)舉行臨時會員和會選舉長老，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
09:30。長老候選人名單如下：何中亨、何啓光、余燕儒、卓孟佑、卓啓煌、
許允麗、許明暉、張玉旻、葉美玲、楊凱成、廖寶蓮、劉雅玲十二位（依姓氏筆
劃排列）。
2. ★宣道委員會卓啓煌、卓聖育、張麗真、高雅智、洪添裕及聖歌隊楊凱成等全體
隊員，於 11 月 3 日(週日)禮拜結束後，在 2 樓 A 教室集合，討論聖誕節事宜。
3. ★11 月 10 日第一堂禮拜後 10:40 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含新當選者)參加，會
中將安排 2020 年各委員會組織。
4. ★本會訂於 11 月 17 日(主日)至惠蓀林場舉行野外禮拜，費用：200 元/人，國小
以下 100 元/人（含車資、保險、午餐），即日起至 10 月底前向辦公室報名繳費，
額滿為止。
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2019 年主題：「耶穌的比喻」，講師：曾昌發牧師，
上課時間：11/1、11/8、11/15 每週五晚上 7:10~9:00。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10/27)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0 月 20 日年會中選出 2020 年度會長：陳佳萍，副會長兼頌聲團長：程玉珍，
書記：王惠玲，會計：盧金梅。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11 月 10 日舉行例會，講師：程玉珍中醫師。會後舉行慶生會，11 月壽星如下：
王啓明、尤芳美、許湯秀、張秀英、何瀅瀅。
2.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台中二區 10 月 29 日靈修旅遊的兄姐，請於當天早上 6 點
40 分集合於教會準時出發，早餐請自理。山上天氣較涼記得多帶件衣物，祝旅
途愉快。
3. 天氣涼了，請契友們多添加衣物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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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手鐘團於 10 月 15 日年會中選出 2020 年度團長：鄺豫麟兄弟，副團長：劉惠芳執
事。請兄姐為手鐘團代禱。
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同工音控和 PPT 製作投影，免經驗，只要有心我們
教你到會。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六、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10 月 6 日選出 2020 年團長：曾正賢，會計&書記：謝光亮。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今年是松大總校設校 30 週年，於 11 月 5 日(二)在台南長榮大學體育館舉行感恩
禮拜及慶祝活動，全國松年大學將聚集一起。本分校訂於當天上午 07:00 在教會
集合出發，慶祝活動後前往四草綠色隧道遊覽，請兄姐為此次活動代禱。
八、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1. 感謝志工加入服事行列，現尚缺星期一 12:00~14:00，星期四 12:00~14:00、
14:00~17:00 三個時段，請兄姐踴躍參與服事。
2. 館長特別提出呼籲：圖書室是大家的，以上三個時段如無新志工報名，將請
長執們輪值或是關閉該時段。
九、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吳子弼家庭、游庶海家庭、謝光亮家庭、林榮華長老。
十、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本日(10/27)及下週主日(11/3)【源咖啡】暫停。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第 89 屆冬季議會，於 11 月 5 日在磐頂教會舉行，本會由陳祐陞牧師、
耿明德牧師及楊凱成長老參加。
2. 台中中會財務部於 11 月 23 日(六)08:20~12:00 舉行財務人員研習會，地點：柳
原教會。相關同工請向辦公室報名，11 月 17 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長老 12 位(2020~2023)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的選舉代禱。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為 9/20~11/1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課程講師–曾昌發牧師及有更多人參與訓練裝
備代禱。
4.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首長選舉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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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耕兄、
洪陳灱姐、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劉芸溎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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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Koh lán chai bān hāng sū saⁿ-kap lâi hō͘ thiàⁿ Siōng-tè ê lâng tit-tio̍ h lī-ek, chiū-sī
chiàu I tiāⁿ-tio̍ h ê chí-ì lâi siū tiàu ê. (Lo-má 8:28)
(台語)閣咱知萬項事相及來互疼上帝的人得著利益，就是照伊定著的旨意來受召
者。(羅馬書 8:28)
(華語)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 8:28)
＊下週金句＊
箴言 25:11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08:10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
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11/2)早禱會由王文良長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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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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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5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0/27(日)

10/28(一)

10/29(二)

10/30(三)

10/31(四)

11/1(五)

11/2(六)

經節

但 1-2

但 3-4

但 5-6

但 7-8

但 9-10

但 11-12

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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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禮拜

11/3

陳祐陞

盡職的長執

徒 6:1~6

40

43
510
391

使徒信經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6

陳正雄

欣慕真理的
聖靈

詩篇 27:13-14
約翰 14：25-31

17

427，165，
3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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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一顆願意的心】

路一:37~38

李啓耀牧師 2019/10/20

我願意+神的大能=可以改變世界
摩西願意+神的大能=以色列人出埃及
尼希米願意+神的大能=耶路撒冷城牆修復
大衛願意+神的大能=巨人歌利亞被打敗
保羅願意+神的大能=福音得以傳到外邦
馬利亞願意+神的大能=耶穌從她而生
一) 願意堅定不移的依靠神
依靠神是將眼目的注意力從危難的環境轉移到注目在神的身上。
堅定的依靠身。
列王紀下 6:16-17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禱告說、耶和
華阿、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
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二) 願意堅定相信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會成就：
撒母耳記上 17:37
『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非利士人的手。』
希伯來書 10: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三) 願意堅定走在神的道路
人的想法，人的建議是 good idea
神的想法，神的建議是 God idea
撒母耳記上 17:45
「大衛對非利士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
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 神。」
歷代志下 16:9a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當你願意就是：
堅定不移的依靠神
堅定相信神的應許
堅定走在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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