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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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明年度(2019 年)各事工委員會組織如下：
代議長老：楊凱成，小會書記：許明暉，長執會書記：葉美玲
(1) 禮拜委員會：卓孟佑(正)、廖寶蓮(副)
禮典組：陳佳萍，聖樂組：張榮璋，接待組：王惠玲
(2) 宣道委員會：洪添裕(正)、卓啓煌(副)
傳道靈修組：卓聖育，探訪組：高雅智，教社組：張麗真
(3) 教育委員會：謝理明(正)、何中亨(副)
培育組：顏姿叡，圖書館組：徐澄榮，歷史資料組：程玉珍
(4) 服務委員會：劉美緻(正)、余燕儒(副)
交通保安組：林玉山，招待聯誼組：劉惠芳，關懷組：呂慧玲
(5) 總務委員會：王文良(正)、何中亨(副)
財務管理組：呂明玲，電器設備組：賴信旭，修繕組：蔡宗良
2. ★請各團契、機構及委員會於 11 月 18 日前繳交 2019 年事工計劃、預算，以利準
備「2019 事工研討會」資料。
3. ★本會訂 11 月 25 日下午 2:00 舉行「2019 事工研討會」
，請全體長執(含新當選執
事及各單位、機構首長）參會。
4. ★10 月 28 日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 2019~2022 執事 4 名：
徐澄榮、陳佳萍、張榮璋、王惠玲。
5. ★感恩節(11/25)舉行洗禮聖禮典，欲報名堅信禮、小兒洗禮、成人洗禮、信仰告
白（外教派會籍轉入）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並參加 11/24(六)14:00 信仰造就班。
6. ★本會預定於 12 月 9 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邀請駱維道牧師
證道，並介紹新聖詩，新聖詩預計在 11 月 18 日主日第一堂禮拜結束後分發。
7. ★「設教 120 週年書畫創作展」，時間：11 月 21~24 日 09:00~17:00，11 月 25 日
09:00~14:00，地點：古蹟教堂。
8. ★本主日第一堂禮拜後 10:30 於『源咖啡』召開禮拜委員會，敬請主(副)主委及轄
下三個事工組之現任、新任組長蒞會參加。
9. ★台中市十字園訂 11 月 24 日(週六)下午 2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第十一
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敬邀牧師顧問及董事同工、管委會主委撥空參加。
10. ★本會園區燈飾已施工完畢，預定 11 月 24 日(六)晚上 7:00 點燈，請有空的兄弟
姐妹前來參加。
11. ★請有參加峰谷教會封牧就任禮拜的兄姐，尚未領到紀念品者至辦公室領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1.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2. 若有家庭尚未提供照片至辦公室，且需要協助拍攝家庭照者，請至辦公室登記，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結束後，請蔡宗良執事幫忙拍照。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10 月 21 日召開年會，會中改選委員，選出 2019 年度婦契委員十位如下：
會長：陳佳萍，副會長（任頌聲團長）：程玉珍，探訪組：王美莉、葉美玲，
音樂：黃金鈺，書記：王惠玲，會計：盧金梅，靈修：羅寶玉、吳憶恩，
聯誼組：賴麗月。
2. 預定於 11 月 10 日(週六)舉辦秋季旅遊，地點：新社安妮公主花園。時間：上
午九點半於教會集合，下午五點前回到教會；家屬自費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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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11/11)、下週(11/18)成人主日學暫停。
四、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本日禮拜後松年團契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特別邀請耿明德牧師信息分
享：卑亢有度，聖經：羅馬書 12:9-10，聖詩：149A。請兄姐踴躍參加。
2. 11 月份壽星如下：王啓明長老、尤芳美姐、許湯秀長老娘、張秀英姐。祝福壽
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3.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旅遊的兄姐注意，11 月 20 日(二)早上 7 點 45 分前集合教
會前，早餐請自理。祝福旅途愉快！
4. 台中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
(1) 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 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1 感恩禮拜○
2 敬老會○
3 慶婚會○
4 才藝表演○
5 餐敘交誼○
6 伴手禮。
(3) 內容：○
(4) 敬老：80 歲~89 歲、90 歲~99 歲及 100 歲以上三組，分別贈送全聯社禮劵。
(5) 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55 年～夫妻健在者。每隔五年慶婚一次，致贈全
聯社禮劵及獎牌。
(6) 費用：每名 400 元。現任及退休傳道師本人免費。
(7)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8 日止。欲參加的兄姐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五、社青團契（召集人：曾國億弟兄）
10 月 28 日社青團契選出會長：周芝韻，會計：曾國億，書記：賴苡菁。
六、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0 月 20 日年會中選出 2019 年度隊長：楊凱成，副隊長：張麗真。
七、少年團契（會長：楊君贊同學）
少年團契於 10 月 28 日年會中選出 2019 年會長：江泓汎，副會長：蘇丹，請繼續
為年輕及願意服事的同工們代禱。
八、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11 月 18 日(日)10:30 邀請清心社區福祉發展協會，舉辦 107 年度預防失智症專題
講座活動，內容：認識失智症暨飲食營養預防，地點：1 樓松年會館。請兄姐踴
躍參加。
九、教育委員會（主委：許明暉長老）
感恩節即將到來，我們要數算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已及向上帝表明我們的回應；
教育委員會將提供小卡片給每個家庭，讓每個家庭寫下上帝的恩典及回應，並且
於感恩節前將感恩卡佈置於教會中。請各位兄姐於禮拜結束後至禮拜堂入口或辦
公室領取感恩卡片。
十、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本會圖書館配合政府週休二日，自十一月 24 日(六)起，改為每禮拜一~五開放，
禮拜六、日館休。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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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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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11 月 17 日(六)08:20~12:00，於柳原教會舉行財務研習會。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聖誕市集~愛分享」
，時間：12 月 8 日(六)10:00~15:30，
地點：道禾六藝文化館（西區林森路 33 號）。
3. 三一教會訂 11 月 18 日下午 3 點，舉行李佳明、張簡雅玲牧師就任第五任主任
牧師、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第 88 屆冬季議會於 6 日(二)在豐原教會召開，會中選出第 89 屆中會
幹部如下：
議長：陳伯源牧師，副議長：謝大舜牧師，中會會計：蘇銘珍。
書記：陳怡伶牧師，副書記：莊大慶牧師。總委長老：張美蓁長老。
中委牧師：黃雅惠、林志郎、林鴻佑。中委長老：曾俊榮、陳美芳、戴正祐。
5. 台中聖樂團 2018 年度公演，全地當讚美耶和華音樂會，時間：12 月 2 日(日)
19:30，地點：門諾會林森路教會。
6.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11 月 17 日(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行第 29 屆會員
大會。
7. 謝緯紀念營地訂 11 月 17 日(六)10:00~12:00 舉行營地主任林育生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此次普悠瑪號列車出軌事件傷亡人員代禱，求主安慰家屬心靈及使傷者早日
康復。
2. 為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有更多人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女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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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黃新鋌(Dennis)、陳振祥兄、
林義耕兄、曾財成兄、程玉珍執事。
＊本週金句＊
(台語) Só͘-í bo̍ h-tit ūi-tio̍ h bîn-á-jı̍ t khòa-lū; in-ūi hit ê bîn-á-jı̍ t, i beh ka-kī khòa-lū. Chı̍ t
jı̍ t ê kan-khó͘ tī chı̍ t jı̍ t kàu-gia̍ h.（Má-thài 6:34）
(台語) 所以，莫得為著明仔日掛慮，因為彼個明仔日伊欲家己掛慮；一日的艱苦佇
一日夠額。」（馬太 6:34）
(華語)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馬太 6:34）
＊下週金句＊
申命記 7:9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本次(11/17)由廖寶蓮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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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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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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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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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1/11(日)
撒下
11-12 章

11/12(一)
撒下
13-14 章

11/12(二)
撒下 15 章

11/13(三)
撒下
16-17 章

11/14(四)

11/15(五)

11/16(六)

撒下 18 章

撒下 19 章

撒下
20-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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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戴碩欽

獻身作祭
這條路

羅馬書12:1~2
箴言23:26

7

469
430
513

尼西亞
信經

11/18

戴碩欽

羅馬書12:1~2
箴言23:26

-

-

同上

11/21

陳正雄

獻身作祭
這條路
你願意付上
這樣的代價嗎

8

372、485、511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上週講道＊
【我將生命交給你】

撒上15:17~23
希伯來10:32~39

書 24:14~25

耿明德牧師 2018/11/7

人生中充滿許多的抉擇，像是心態的抉擇、事務的抉擇…等等，相信每一個抉擇
也都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從每天早上起床開始，就面臨了抉擇，要馬上起床還是再賴
床一下呢？打開衣櫃，今天穿什麼才好呢？嗯，天氣看來陰陰的，有點涼意，穿件厚
一點的好了。但是去到學校，或是到了公司，發現天氣開始變熱了，心情可能也會跟
著煩燥起來。沒錯，抉擇真的很重要，有些抉擇甚至會關乎到我們生命的安危、一生
的幸福、甚至是永生的問題。箴言 16:16 說得好：
「得智慧勝似得金子；選聰明強如選
銀子」
。大衛在他所寫的詩中也說：
「耶和華啊，求你留心聽我的言語，顧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為我向你祈禱。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
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儆醒(詩 5:1-3)」！各位，大衛將他一天
的日子排列在耶和華上帝的面前，他將自己的心思、想法都向耶和華表明。他期待藉
著表達自己的心思意念的過程，可以提醒自己去做應該做的事，也可以警醒自己，過
好每一天的生活。是阿各位，大衛的做法真的可以成為我們很好的學習，我們也要將
自己的心思意念排列在上帝的面前，讓上帝在我們的生活中祝福我們，也成為我們的
提醒與引導。因此，要如何在生活當中做一個「聰明的抉擇」真的很重要，我想，這
也是現代人應該要擁有的一種智慧。
印度有一位知名的哲學家，天生有一股特殊的文人氣質。某天，一位女子來敲他
的門，說：「讓我作你的妻子吧，錯過我你將再也找不到比我更愛你的女人了」。哲學
家雖然也很中意她，但仍回答說：「讓我考慮考慮」。事後，哲學家用他一貫研究學問
的精神，將結婚和不結婚的好、壞所在，分別條列下來，才發現好壞均等，讓他不知
該如何抉擇。於是，他陷入長期的苦惱之中，遲遲無法做決定。最後，他得出一個結
論，人若在面臨抉擇而無法取捨的時候，應該選擇自己尚未經驗過的那一個；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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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境我是清楚的，但結婚會是甚麼樣的情況我還不知道。對，我該答應那位女子的
求婚。於是，哲學家來到女子的家中，問女子的父親說：
「你的女兒呢？請你告訴她我
考慮清楚了，我決定娶她為妻」。女子的父親冷漠地回答說：「你來晚了十年，我女兒
現在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了」
。哲學家聽了整個人幾乎崩潰，他萬萬沒有想到向來自以
為傲的哲學頭腦，最後換來的竟然是一場悔恨。爾後二年哲學家抑鬱寡歡，積鬱成疾，
臨死前將自己所有的著作丟入火堆，只留下一段對人生的註解─如果將人生一分為二，
前半段的人生哲學是「不猶豫」，後半段的人生哲學是「不後悔」。
弟兄姐妹，我們的人生哲學是什麼？有許多人都說：等他們事業有成，有錢又有
閒時，他們才要事奉上帝。也就是說，他們的前半生要努力在事業上，後半生才要獻
給上帝。但有很多人，只完成了前半段，因為後半生的時間並不是他能掌握的。其實，
人生中有許多的不平安和顧慮，都是源於我們無法掌握自己前面的道路，所以時常要
去爭取、去抓著不放，藉此得著生命當中的安全感。但這是不是最好的呢？其實我們
都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人應該把握機會去認識上帝，要將一切交給
祂掌管，因為只有祂才知道什麼是最有利於我們的。因為祂是創造我們的神，是掌管
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上帝。以賽亞書 55：6-7 提醒我們：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
沒錯，我們要得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一定要照著上帝的話去做，因為只有創造
我們生命的主，才知道我們的這一生，要如何走，才能活出精彩、豐盛、有意義又有
價值的生命。各位，我們一定要將自己生命的主權交還給神，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聰明
與能力，並要對上帝有強烈的委身和信靠。
第一、要知道什麼是委身（抉擇與委身）
『委身』的就是『獻身』。『委身』的意義是指將生命『交託或是信託』給某件有
意義的事、或是值得依靠的人。也就是說，我們願意為了某件事、某個對象，犧牲自
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份，甚至獻上我們的生命。人之所以會委身，是因為那個對象「值
得」他這樣作。我們常在結婚禮拜當中聽到「我願意」這句話。當牧師問：
「上帝使你
活在世上，你當常常以溫柔端正的行為照顧你的「妻子或是丈夫」
，敬愛他，惟獨與他
同住在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並尊重他的家族為你的家族，終身盡你做「丈夫或
是妻子」的本份。你在上帝和眾人面前是否願意這樣做呢」？此時，新娘與新郎都必
須個別回答說：
「我願意」！然後藉由信物、牧師的宣告，在眾人的見證下，這場婚禮
才算成立，他們倆人才能正式成為夫妻。誓約的內容，表達了他們倆人都願意委身於
對方，因為他們認為對方「值得」他們這樣作，願意用一生的愛去愛對方，不論貧富、
任何情況、都願意彼此關愛、相互扶持，互相委身，同行一生。
有一位牧師曾分享一個經驗：
「有一次他到拉拉山為當地教會專題演說，在回程的
時候，有一個原住民的傳道師載他下山。一路上，他們就彼此分享一些事情。這位牧
師分享了一則在雜誌上所看到的新聞給傳道聽。這個新聞說到有一位原住民青年和一
個平地女孩相愛的故事。那時平地女孩認識了原住民的男孩之後，兩人開始戀愛，但
是女方家人很反對，但是因為兩人非常相愛，就決定突破重重的困難一定要在一起。
當然家人的反對也很激烈，因此二個人一直沒有辦法結合。在努力的過程當中，這個
女孩子竟得了癌症，且是末期，兩人很傷心，但是男孩子還是一如往昔地照顧她，後
來他們就在醫院中完成了婚禮。但是，就在婚禮之後第三天，這個女孩就過世了。牧
師說完就轉頭問傳道：有沒有聽過這個事情啊。那時，牧師心想，
「同樣是原住民，他
應該更關心這件事吧」。那時，當牧師正想說：「我認為這男孩子很傻」的時候，他忽
然發現開車的傳道已經淚流滿面。使得已經到嘴邊的話，牧師硬生生的吞了下去。那
時，只聽那位原住民傳道說：我就是那個男孩子。然後，他口中一直重覆著一句話：
「因
為她值得」
。
「因為她值得」
。
「因為她值得我為她付出一切」
。因為二個人彼此相愛，因
為值得，所以他們雖然知道這樣作必須付上代價，但是，他們依然願意彼此委身，勇
敢獻出自己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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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對我們基督徒而言，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委身呢？也就是說：我們何
時才願意將生命及一生的事物都交託給創造宇宙的上帝，我們生命的主呢？今天所讀
的經文是約書亞記當中非常精彩的情節，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本章記載著約書亞將以
色列眾支派聚集於示劍這個地方，要宣佈重要的事情。示劍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是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也是一個聖地。當初，上帝曾在這裡向亞伯蘭顯現，要將這地賜給他
的後裔，亞伯蘭也在這地方設祭壇獻祭給上帝。當初，以撒的兒子雅各也是在這裡築
了一座壇，紀念上帝保守他，讓他得以平安回鄉。當初，約書亞與神的百姓也曾遵照
摩西的吩咐，在這裡築了一座壇立誓、守約獻給上帝。
因此約書亞聚集眾以色列百姓在這裡傳講律法書。同時他也提醒百姓、勸告百姓
要事奉上帝。特別是當他說：
「如果你們不願意事奉祂，那麼，今天你們必須決定，看
要事奉的是誰：是你們祖先在美索不達米亞所拜的神明，或是你們現在所住之地的亞
摩利人所拜的神明？而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要事奉耶和華上帝」
。各位，這個宣
告非常明白指出約書亞的家族要完全委身於上帝。
這是一篇令人感動的告白演講，也是信仰的決志文；約書亞讓以色列人自由選擇，
是要敬拜上帝或是別的神明。弟兄姐妹，信仰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出自於自由意願
的選擇，而不是被別人所勉強。小孩子受洗可以由父母代為決定，但是到他長大成人
之後，他就要自己決志來堅信禮。因此，要委身與否是個人可以作選擇的，上帝並不
會勉強大家。
人當然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是當約書亞回顧以色列民族所走過的路，他們經歷
了上帝的大能，將他們在埃及作奴隸的祖先拯救出來，讓他們進入迦南地，自己可以
作主人，在當中雖有許多的困難與挫折，但是都在上帝的保守、幫助之下突破了，解
決了。這一切的一切，在在充滿著上帝對以色列的恩典與慈愛。約書亞清楚明白，再
也沒有比「委身」；也就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給上帝』，更能回報上帝的大恩了，因此
他堅定地再次做了信仰告白：「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要事奉上帝」。
此時，約書亞靜靜等候百姓的回答。此時，百姓同聲回答說：
「我們的上帝曾經領
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脫離了在埃及作奴隸的處境；我們親眼看見了他所行的神蹟。在我
們經過的國家中，無論甚麼地方，他都保守我們安全。我們進入這片土地時，上帝趕
走了所有住在這裏的亞摩利人。所以，我們也要事奉上帝；他是我們的上帝（書 24：
16-18）」
。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宣告，因為經歷上帝的權能和恩典，所以，事奉這位引
導他們生命的神是理所當然的、是非常正確的。因為祂是一位值得委身的上帝。
我們如果對上帝認識夠深的話，就一定可以明白祂真的是一位值得我們將生命交
給祂掌管的神。
第二、要知道如何將生命交給上帝～委身
首先：我們要敬畏上帝的主權
要談委身，首先就是要學習敬畏上帝，而且明白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一個
敬畏上帝主權的人，一定會明白自己所有的都是來自於上帝，因此自然就會把自己所
有的交給上帝，包含我們的才能、恩賜、時間、金錢、生命，都會交由上帝來掌管。
如果我們「是真的」委身於這位生命之主，就應該明白祂對我們有管轄的權利，就一
定會順服於祂的掌管。可能，有時候我們很困難奉獻自己的時間，自己的金錢和才能，
因為我們會害怕，害怕一旦奉獻了，我們所有的就會減少，而且也不一定會得到更多。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學習讓生命之主來掌管我們的一切，就一定會明白，委身不會讓
自己所有的減少，而是會得到更多。我們若從夫妻的關係當中就可以明白這個道理，
當我們委身於另外一個人的時候，當我們真的愛對方，真的願意為對方獻出自己的一
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所付出的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會因為二個人的同心相愛，
互相委身，使自己得到更多。這就是獻身的奧妙。
6

因此，當我們願意委身給上帝，讓上帝來掌管自己的生命，我們就會明白有一個
可依靠的神來成為我們的幫助，就不會再為生活而憂慮。
然後：我們要裝備自己，為主所用
既然我們敬畏上帝的主權，就要明白我們應該把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運用出來，
來回應上帝的愛。對每一個真實得救，愛主，願意一生事奉主的人來說，如何在主的
手中成為有用的器皿，乃是極其重要的。我們要求上帝幫助、求上帝教導我們如何來
運用這些來自上帝的恩賜。所以我們應該要開始接受裝備，來為主所用。
第三、要委身在那裡呢？
1.委身在敬拜服事上帝
說到委身，我們常常一想到的就是去作某些事情，投入某些事工。這些當然沒有
錯，上帝國的工作確實需要有人來參與、投入。但是，最重要的是，參與上帝國工作
的人，如果沒有事先和上帝保持親蜜的關係。那所有服事的品質和動機就會不完全。
特別是上帝造人就是要人來服事敬拜祂，因此，我們首先要委身在敬拜服事上帝當中。
保羅在羅馬書中說：
「所以，弟兄姊妹們，既然上帝這樣憐恤我們，我勸你們把自己當
作活活的祭物獻給上帝，專心事奉他，蒙他喜悅。這就是你們應該獻上的真實敬拜」。
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談委身，就要先委身在真實敬拜服事上帝當中。也就是說，
上帝既然憐恤我們、要使用我們，那我們歡喜來敬拜祂，就要除去自己的驕傲與無知
來敬拜祂，要用心靈與誠實來敬拜祂，要盡我們全部的感情、理智、意志和力量來服
事我們的神。
2.委身在一些屬於上帝的人身上
然後，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在一些屬於上帝的人身上，特別是那些原本應
該是上帝家裡的人，自己卻不知道自己是屬上帝的人。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把自
己的才能、恩賜、時間奉獻給未曾聽見過上帝福音的弟兄姐妹們。120 年了，經由上
帝的帶領，以及許多牧者、前人的努力，我們柳原教會確實成為一間忠實跟隨上帝腳
蹤，傳揚上帝國福音的教會。但是，這樣就夠了嗎？柳原教會的未來呢？各位曾經好
好思考過嗎？親愛的弟兄姐妹，當我們看見上帝的恩典不斷頃注在我們這個地方之
時，表示我們的神要求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柳原教會，要有加倍再加倍的付出與成長。
不是嗎？我們依然要從一間不斷領受上帝恩典的教會，不停地更新、轉化、改變，持
續再持續地成為一間宣揚上帝恩典的教會。這個夢想的實現必須建立在，我們每一個
人都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未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如果所有柳原教會的信徒，都
可以有這樣的心志，必然會為自己、為別人、為教會帶來多而更多的祝福。
3.委身在一些屬於上帝的事上
另外，我們也必須委身在參與一些屬於上帝的事工上。前面有說過，我們應該裝
備自己來讓主使用。讓主使用就是使自己委身在一些屬於上帝的事工上。我們教會有
太多的事需要大家同心合一來作。你可以委身在禱告會當中，認真參加禱告會，用敬
虔的心來參與；你可以委身在每一堂的禮拜事奉當中，用心靈與誠實來敬拜祂，讓禮
拜彰顯上帝國的重要性；你可以委身在聖歌隊當中；你可以委身在敬拜讚美的事工上；
委身在主日學當中；委身在恩典合唱團當中；委身在教會每一個團契當中，委身在整
理教會，委身在各種的活動當中。經由種種的服事來體驗上帝，讓祂真正、完全掌管
你的生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委身是基督徒最應該學習的功課，婚禮最美的時刻是新人們說：
「我願意」的時刻，而生命最美的時刻是，我們對上帝說：
「主啊，我願意」的時刻。
願上帝通過聖靈的感動，讓每一個人都願意將生命交託給祂，讓我們的心就像約書亞
一樣，勇敢告白說：「我和我的家，我們願意、我們必定要事奉我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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