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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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3/8)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院方派王崇堯院長前來本會請安報
告，請大家關心、支持神學教育。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愛蘭教會。
2. 下週主日(3/15)第一堂禮拜後 10:45 召開定期長執會，請長執出席參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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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幹事
報名。已報名的新生 3 月 10 日(週二)18:50 請到 2F 長執會議室上課。
4. 十字園訂 3 月 14 日(週六)10:00，在埔里園區開聯席會，請董事、管委出席。
5. 十字園訂於 4 月 3 ~ 6 日(禮拜主日上午除外)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開放供家
屬自由追思。並於 4 月 6 日(週一)上午 10 點在本園埔里園區歐式教堂舉行本
年度清明追思感恩禮拜。※ 4 月 6 日當日本園備有大巴士(08:40 柳原教會出
發)若需搭乘者請向柳原教會或民族路教會辦公室報名，3 月 22 日(週日)前截
止報名。每位 100 元 (含保險，繳費為準恕不退費)，額滿為止。
6. 德國手鐘團應邀來台巡迴演出，於 3 月 31 日(週二)晚上 7 點，在本會演出，
免費入場，歡迎大家攜伴參加。
7. 2015 年分區關懷長執調整如下：
第一區(中區)：余燕儒、卓聖育。第二區(中區)：何中亨、徐澄榮。
第三區(東區、太平區)：劉美緻、盧金梅。第四區(西區)：蕭敦愷、陳玉鳳。
第五區(南、大里區)：楊凱成、許允麗。
第六區(北區)：廖寶蓮、許明暉。第七區(北區)：卓啓煌、何啓光。
第八區(西屯、龍井、沙鹿、大雅區)：謝理明、張豐智。
第九區(北屯區)：王文良、江幸和。第十區(北屯區)：卓孟佑、劉雅玲。
第十一區(南屯、烏日、大肚、梧棲區)：蔡文華、陳佳萍。
第十二區(外縣市)：洪添裕、羅寶玉。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並經常參加聚會而就學於神學
院及一般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請：
1.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 70 分以上，高中職學業成積在 75 以上
(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各科系
等比照大專院校)
2.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80 分或甲等以上。
3.申請時間：2 月 25 日至 3 月 15 日止。
二、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本週探訪：蔡玉生兄家庭、盧清連弟兄。
2. 有需要前往探視之兄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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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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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禮典組開辦今年度主日插花認捐活動，弟兄姐妹可選定您的生日、結婚紀念
日、受洗日…填入姓名及日期於教堂前招待處認捐表內，每次認捐金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四、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傳道靈修組預定於 6 月 19、20（週五、六）舉辦二日避靜靈修會，並於 3/28、
4/18、5/16（週六上午）舉辦三場先修培訓課程，敬請兄姐踴躍參加，將以參
加培訓課程次數多寡依序受理報名參加此次避靜靈修之活動。
五、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本日禮拜後舉行三月份例會、慶生會，由許瑞源長老主理信息分享，請兄姐
踴躍參加。
六、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聖歌隊將參加 3 月 14 日(六)十字園的聯席會，所以請聖歌隊員注意，當天練
唱時間改在早上 09:00~10:30，晚上暫停練唱。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3 月 10 日 10:00 由高嵩明老師主講–「旅途中遇到的基督信仰故事」
，歡迎
兄姐來聆聽。
2. 感謝林國川長老安排彰基醫師們為松大上醫藥健康講座、何鈺潔姐妹幫忙
設計招生簡章。
八、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8)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二:13~22。
2. 3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3/8

劉雅玲

卓啓煌/楊君舜

劉雅玲/潘哲雄

3/15

洪泰陽

卓啓煌/楊君舜

羅寶玉/卓啓煌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高雅智

劉雅玲

高雅智

九、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三月份例會於第三主日 3 月 15 日，時間 10:40~11:40，地點：1 樓松年會館，
主題：性格塑造–謹慎與魄力，主講：陳玉鳳執事，司會：副會長陳慧錦執
事，司琴：黃金鈺執事，敬請大家事先硏讀，當日再交流分享心得！
當月委員會延到四月例會後再召開！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長執訓練會」
，時間：3 月 22 日 14:00~17:00，地點：
柳原教會，主題：「多元化的教會成長」。每人 200 元。
2. 「主日學師資訓練」
，時間：3 月 28 日(週六)08:30~13:00，地點：篤行教會，
費用：100 元。3 月 25 日截止，請向成如慧傳道師報名(04)2201-6454。
3. 台南神學院甄試入學，日期：4 月 24、25 日。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4 日
截止，網址：http://www.ttcs.org.tw。
4. 台南神學院 2015 年招生，考試日期：7 月 14、15 日，報名自即日起至 7
月 3 日止。招生資訊請至 http://www.ttcs.org.tw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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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會教育委員會舉辦「2015 暑期兒童少年營雙教材研習會」，時間：4 月
25 日(六)09:30~14:10，地點：篤行教會，費用：100 元。報名洽成如慧傳道
(04)2201-6454。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郭貴美姐、張得祥兄、陳月娥姐、
李朝富兄、李鳳珠姐、黃清琦兄。
2. 為主日學的增長代禱，請兄姐帶家中小朋友參加。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
4. 為松年大學招生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
5.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
＊本週金句＊

Iâ-s tùi i kóng, Kìⁿ-nā chhiú hōaⁿ lôe-bé lâi khòaⁿ āu-bīn ê, bô h!p tī Siōng-tè ê
kok.
耶穌對伊講，見若手按犁尾來看後面的，無合佇上帝的國。（路加九:62）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 8 時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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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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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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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雄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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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陳祐陞

跟隨耶穌的
腳步(三)

太十:1~20，
34~42

35

51、333、509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5

宋承祐

心行割禮

申十:12~2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18

陳祐陞

腓立比書(八)
空跑與徒勞

腓立比
二:12~18

28

117B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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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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日
日)

3/9(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1:35~42 1:43~51

3/10(二
二)

3/11(三
三)

3/12(四
四)

3/13(五
五)

3/14(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2:1~12

2:13~22

2:23~25

3:1~13

3:14~21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6 首 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作曲／改編自北歐教會使用之詩篇
作詞／駱先春牧師(1905--)
編曲／Jessie Seymour Irvine(1836-1887)
這原是一首北歐教會(可能是英格蘭或蘇格蘭)所用的詩篇，曲調是由 Jessie
Seymour Irvine 所配。台語歌詞係由駱先春牧師所作，他在聖詩中的作品計有作詞
18 首，作曲 3 首，其中由以此首的詩歌詞由於依詩篇二十三篇所改，意義最深，
詞句也最美，希望大家都能用心來唱這首曲子。
駱先春牧師於 1905 年 12 月 15 日生於淡水，父親駱等盛經營小雜貨商，時常
和宣教師交易，受感召而加入教會。其母駱張米女士亦是虔誠的基督徒，二人服
務教會十分盡力，性格溫和，事主熱心，自入教會後，星期日店面都掛著“本日休
業”的牌子，然後去作禮拜。生意卻不見得減少。駱先春牧師自小在父母親的薰陶
下，喜愛唱詩，並很有天才，國小一年級時，就被老師選出，在音樂會中獨唱。
小時候，他最怕鬼，自進入主日學，得到聖經的教訓後，便壯膽不再害怕了。
中學將畢業時，駱牧師有兩條途徑要選擇 1.為主作工。2.考入英國領事館任小
職員。結果，其父親及陳清忠先生極力的勸告，促使他能進入台灣神學院。
1931 年自台灣神學院畢業，接任學校聖歌隊的指揮。1933 年畢業於中央神學
院，後受派到新竹西門教會，牧會一年半。1935 年至淡江中學任教。當時，南北
教會學校都受日人政府所控制管理，更換日人為校長。當時，宋尚節博士來台大
稻埕禮拜堂開奮興佈道會，特別鼓勵學生參加，決志者頗多，雖然日人抗議，但
我們中國人的堅忍奮興，日人是擋不住的。
1936 年 5 月底，義大利的水上飛行艇要進入淡水河，學校每個人都要去迎接，
但教師中有兩位(其中有駱牧師)被日本教師誣害，受召至台北日本憲兵隊去達二十
四小時之久，查問後，無事釋放。此後，駱牧師向明有德校長提出辭呈，開始從
事聖詩試用版之編輯，並任聖詩委員會委員達三十二年之久。
1937 年，受聘為三峽教會牧師，當時為聖詩的出版十分忙碌，時時寫稿到天
明，並至北神任教。1945 年又回淡江中學教音樂，英文及聖經方面的課程。
1947 年至 1967 年間，專心於巡迴山地傳道的工作，建立了阿美族教會一Ｏ三
間，排灣族二十多間，魯凱族一間，對魯凱，阿美族，卑南族等，貢獻極大，無
人能及。不僅作傳道工作，同時收集了許多山地的民謠，故在音樂上的貢獻，更
是不容忽視的。
駱牧師一生對台灣教會，山地教會，聖詩的編輯貢獻至大，尤其所寫的聖詩，
難以數計，由台語聖詩中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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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第 307 首 求主導我與你同行
作曲／A 調／戴克斯 John Bacchns Dykes(1823-1876)
B 調／艾洛特 James William Elliott(1833-1915)
作詞／格拉頓博士 Dr.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
格拉頓博士是美國很著名的佈道家，也是公理會的一位很前進的領袖。如今
他雖已離開這個世界，但其所寫的三十餘本巨著和一些聖詩，卻留給世人很大的
影響，在他詩中最著名的一首，即是這首“求主導我與你同行”。
年輕時代，他就很熱心於寫作，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十餘年的牧師職務。1871
年辭去牧職，做了獨立報的主筆，4 年後，又在麻省的一個教會就了牧職，然而仍
用一部分時間編輯星期午報，該報有一靜時副刊，是人們最喜歡的，其中專刊宗
教文字，1897 年 3 月，格拉頓寫了這首“求主導我與你同行”，雖然他說：
『我寫這
首詩，並沒有想叫它成一首讚美詩。』然而它卻在各教會中普遍的傳了開來，格
拉頓的家庭情況，使他擔當了最大的苦難，因為他的妻子多病，在生活上不能給
予他有所幫助，對格拉頓來說，失去內助，卻是一個重擔，因此他不停的唱著：
在親熱的感情裡，教我同主一樣忍耐，在工作上吐放香氣，靠著主勝過諸過
失。以此自勉，同時也藉著這首詩歌，勉勵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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