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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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復活節讚美禮拜，咱用歡喜的心慶祝主耶穌為咱復活，禮拜後主日學
師生將到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分發紅蛋，分享主耶穌復活的喜悅。
2. 總會於 4 月 7(週二)~10 日(週五)舉行第 60 屆通常年會，陳祐陞牧師前往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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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報名的兄姐
08:30 於柳原教會集合，08:40 出發（尚有名額，請向辦公室報名）。
4. 2015 年春節照片已經洗好，有登記加洗照片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5. 新眼光讀經手冊 4~6 月份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6. 本主日禮拜花材由林月嬌姐妹奉獻（復活節）。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楊蘇英妹長老，林敬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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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傳道靈修組訂於 4/18（週六）上午 9:00-12:00 舉辦避靜靈修會第二場先修培
訓課程–講師：南港長老教會許榮豐牧師，講題：1.泰澤祈禱靈修學習之旅分
享，2.靈性行程與操練分享。敬請兄姐踴躍參加，報名請洽辦公室曾青美幹事
（4/12 截止）。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4/5)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二十:1~18。
2. 4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4/5

陳育茹

卓啓煌/楊茗鈞

謝理明

4/12

高雅智

葉美玲/楊茗鈞

劉雅玲/卓啓煌

幼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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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松年部舉辦春季靈修旅遊，時間：4 月 28 日(週二)~29 日(週三)東北部二日遊。
行程：第一天–千島湖、翡翠水庫、鱷魚島、觀賞保育溪魚、雪山隧道、夜
宿礁溪山泉溫泉飯店、泡湯（請帶泳衣、泳帽）。
第二天–教會靈修、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東北角海岸風景鼻頭角等。費用：
每人 3000 元，有意參加的兄姐請於 4 月 13 日前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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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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4 月 7 日(週二)上午 10:00 高嵩明老師主講：
「旅行中遇到的基督信仰故事」
。
2. 4 月 8 日(週三)舉辦戶外活動，歡迎兄姐一起來參與。地點：東勢林場，時間：
上午 08:30 在教會集合出發，費用：每人 600 元（含交通、門票、午餐、保險、
泡茶、導覽）
。額滿為止，報名請向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及盧金梅執事，
報名截止：4 月 5 日。
七、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1. 請隊員在復活節讚美禮拜結束時，繼續留下來練 4 月 6 日(一)去十字園清明感
恩禮拜的詩歌，並繳回復活節詩歌本。
2. 參加 4 月 6 日(一)去十字園清明感恩禮拜的隊員早上 08:30 在教會集合，請自
行帶詩歌譜及詩袍。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20~14:30，於篤行教會舉辦總會夏季
學校雙教材訓練會。費用：100 元，講師：盧俊義牧師、許曉涵傳道師。請
於 4 月 21 日前向成如慧傳道師報名 2201-6454。
2. 「從民俗談福音」民俗轉化研習會，時間：5 月 25 日(週一)~27 日(週三)，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8 號)，費用：4500 元(含住宿)。
詳洽(02)2362-5282#257 王靜觀小姐。5 月 11 日截止。
3.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辦財務人員實
務研習會。費用：250 元/人，4 月 20 日前 200 元/人。請傳教師、財務負責
人、出納、簿記(會計)、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財團法人董事等踴躍參加。
4. 台中中會婦女女事工部訂 4 月 18 日(週六)09:00~15:00 於柳原教會舉辦靈修
造就會。費用：200 元/人，4 月 10 日截止，請向鄭良美姐妹報名 0933-534-749。
5. 總會教社委員會舉辦「2015 年日本災後重建義工團–義工招募計劃」
，日期：
7 月 1 日~9 月 10 日止，共分五梯次，每梯次 15 天。
6.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未婚青年家長聯誼會」，時間：4 月 11
日(週六)14:30~17:00，地點：台中民族路教會。講師：簡安春教授，費用：
300 元/人。4 月 9 日截止，請洽 0928-657-790 洪秀貞。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
姐、李朝富兄、黃清琦兄、郭柿娘姐、楊蘇英妹長老（跌倒）。
2. 為主日學的增長代禱，請兄姐帶家中小朋友參加，關心子女的信仰傳承。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使這些兒童成為教會的祝福。
4. 為松年大學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共同學習。
5.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五~七月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八~十月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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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Siōng-tè sī Sîn; kèng-pài I ê lâng, tio̍h ēng sîn ēng chin-si̍t lâi kèng-pài.
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著用神用真實來敬拜。（約翰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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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41 人(3/31)
61 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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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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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陳祐陞

為著福音的
緣故

林前九:13~29

20

197、465、
511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12

宋承祐

看見了我
才信嗎？

約二十:19~3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15

陳祐陞

腓立比書(九)
父兄與師友

腓二:19~30

21

3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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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日
日)

4/6(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7:19~24 7:25~31

4/7(二
二)

4/8(三
三)

4/9(四
四)

4/10(五
五)

4/11(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7:32~39

7:40~44

7:45~52

8:1~11

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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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128 首 在昔在郇城
作曲／John Prentice Taylor(1871-)
作詞／蘇振輝(1907-)
和前面第 126、127 首一樣，本首詩歌也是以歌頌主復活為主題，全詩的內容
是根源於馬可福音十六章 6 節”那少年人對他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
架的拿撒勒人耶穌，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請看安放祂的地方。
本詩曲調十分平穩自在，娓娓道出主耶穌復活當日的經過，在平靜中有一股堅定
人心的力量。在聖詩音樂帶中，我們特延請陳麗嬋姊妹以她卓越的女高音吟唱前
半段的敘述，從她的歌聲中，我們更能感受主與我們之間的愛，就是藉著復活的
這項事實，顯得彌足珍貴。望我們不僅珍惜這件事實，同時也常常反覆思想，好
讓主復活的神蹟也發生在我們及眾人身上。

＊上週講道＊
【十
十字架上主最後的聲音】

路廿三:27~49

陳祐陞牧師 2015/3/29

今天早上咱欲對路加 23 章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所說的三句話來思想主的疼。
一、34v”耶穌說「父啊！赦免；因為所做的，呣知」
。在整個受難過程
中耶穌沒說半句罵人的話，也沒埋怨上帝，因為伊深知這是上帝的旨意，是欲藉
著生命賠生命，是欲用十字架來贖回全人類的罪。耶穌真清楚，只有順服來上十
字架人類的罪才能夠得到赦免。當你向人傳福音之時，有時人會問你”為何一定要
信基督教？其它的宗教不是攏相款？不一樣在哪裡？只有基督教是上帝自己，神
來替人死，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替人贖罪。利未記中的贖罪祭是人用羊血灑在祭壇
上面，然後用火燒壇代表這隻羊替人來死，用生命賠生命。人當用行好，積功
德來贖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因為人本身是有罪的，只有耶穌會當救咱，就是這
個原因。
耶穌基督是代罪的針羔，在以賽亞 53:6「咱攏親像羊迷路逐人行自己的偏路；
耶和華互咱眾人的罪攏歸佇伊身上。」當你默想這款疼的時，你就深知耶穌基督
對你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在上帝面前咱都是罪人咱攏要受定罪，沒法度脫離咱
的罪，因為人是從上帝那裡來到世間，人的罪互咱與上帝切斷關係。耶穌基督來
替咱擔了這個罪，將咱與上帝間中間斷去的線連好，這叫”復和”。
兄弟姐妹！你今仔日是不是有一個清楚的確信，我已經與上帝復和（與神和
好）
，藉著我主耶穌基督的死，我已經與上帝復和，與神和好的意思即是與上帝恢
復關係，那個切斷的關係你恢復了，我可以稱他阿爸父上帝，我可以感受他的愛，
那種生命重新連結，這是十字架所成就的。
耶穌在遐為咱禱告，求上帝赦免咱的罪，咱看這些釘死耶穌的人，伊的罪原
本是要死，但是耶穌在遐說”父啊，赦免，因為所做的呣知。”當我默想這
句話的時，互我想到這是神與人最大不同的所在，上帝常常是用憐憫的角度來看
人的罪，但是人就不同，是用一種定罪的眼光來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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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看耶穌在極痛苦受釘的中間還能說”父啊，赦免；因為所做的，呣
知”。今仔日咱聽見耶穌基督為咱禱告說”父啊，赦免”，咱第一要接受他的赦免，
互咱的罪債重擔得到釋放。許多時候咱的家庭遇到困難，或是咱犯錯的時咱也會
自責，然後在心內將自己綑綁起來，跳不出來，咱需要反省、檢討，但是更卡重
要的是請你不可忘記”接受赦免”上帝的赦免在咱的身上，咱會當有更活潑的生
命，因為上帝已經來赦免咱的罪。
Deek Esman 寫一本書叫”代禱的愛”，在書中她說為什麼耶穌基督能夠在極痛
苦的十字架上還為咱祈禱？因為基督本身即是憐憫、就是疼。這有一個人很可憐，
所以咱同情他，有憐憫的心，英文叫做 compasion，com 就是共同、作伙，pasion
即是受苦，compasion 即是共同受苦，所以當你看到一個人很可憐，你願意與他共
同受苦，這才是真正的同情。耶穌基督在痛苦中仍為咱代禱，是他自己的生命所
流露出來，充滿著愛，”在最痛苦的時，還會當為別人設想，這即是 compasion。
但願咱會當深深去體會，”是按怎耶穌在十字架上還在替人禱告？”因為伊疼咱到
底，當咱無知、犯罪的時，耶穌仍在為咱祈禱。
今仔日耶穌基督為我，為你在祈禱，你要聽十字架上主耶穌的聲音，要聽伊為你
在祈禱什麼？”主啊！我久長以來做基督徒，我有什麼是讓你掛心的讓你傷，心
的？”或許主會對你說”孩子！我按呢久等候欲使用你，但是你攏沒時間；孩子，
你離開我漢呢久，在廄外流浪，我欲帶你轉來，但是你不回來；孩子！我漢呢疼
你，賜福你，但是你不曾用愛來回應我對你的愛。”耶穌基督今仔日在十字架上在
為你祈禱什麼？這個聲音你需要去聽，是不是在你心中還有你無法去赦免的人？
人有時對赦免人很困難，人一點點的得罪你，你就記住，甚至記一世人。最後的
晚餐，其中一幅，是 Viano Pervins 所劃的，有一天他與他的朋友吵架，他很生氣，
剛好那天他畫到猶大，他就將他的朋友的臉畫成猶大，畫完他的心中很得意，接
下去畫耶穌他畫不出來，是按怎？因為在他心中有阻隔，吵架心內不能赦免就想
欲報復，將猶大的臉畫做他朋友的臉，在他心中愈來愈不能安心，就悔改在主的
面前，”主啊，我沒資格畫你，我畫不出來，主啊！你在最後晚餐所交待阮是要阮
彼此相疼，我竟然心內是這呢狹窄，一吵架就將我朋友的臉畫成為猶大，請你赦
免我”。他悔改以後就將那個猶大的臉抹掉重新畫過，後來他就能夠畫出耶穌，畫
出耶穌充滿慈愛的臉。
兄弟姐妹！2015 年受難週，但願你心中完全赦免你不能赦免的人，你才能夠
得到上帝完全的赦免，因為這是上帝的教示。親愛的兄弟姐妹，咱能夠彼此赦免
是因為父已經赦免咱，人與人中間的仇恨只有十字架能夠化解；人心中的罪惡感
也只有十字架能夠將它拿掉，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擔當了咱的罪。
二、十字架上主耶穌的第二句話是在 43v”我實在給你說，今仔日你欲及我在
樂園。”在這句話中我特別看到的是”今仔日”。在十字架上耶穌所互咱最大的氣力
即是盼望，釘在主耶穌旁邊二個是重大死刑犯，其中一個到那時陣還在控告耶穌”
耶穌啊！你豈不是基督嗎？你若能夠救別人，著先救自己及阮，才能證明你是上
帝的子。”另外一個是說”你連上帝都不怕嗎？因為咱所愛的合佇咱所行，若是這
人所行沒一項呣著。”接著他說”耶穌啊！你佇你的國來的時，著紀念我。”這個強
盜一生所做的代誌或許沒一項會互人記念，沒一項好事，有價值的事，但是在他
人生最後的瞬間，所做的一項事是價值的，悔改、渴慕進入上帝的國度，這是人
生最有價值的一件事。人生有許多的追求，夢想，但是人生最重要也是最有價值
的一件事即是悔改，歸向上帝，渴慕進入上帝的國度，主耶穌在此說”今仔日，你
欲與我佇樂園。”這字樂園原文的意思是”圍牆內的花園”，當波斯國的時代，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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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王特別欲施恩互他的百姓或是官員，王會邀請進入國王的花園去散步，
這是當時最光榮的代誌，在此的樂園即是上帝的同在，是一個尚美的所在。今天
咱得救的人咱對主也有渴慕”主啊，求你紀念我，在你的國度的裡面”，主耶穌
說”今仔日，你欲與我在樂園”，什麼意思？即是”你今日悔改，你今日相信，
你就是在地上如同在天裡，你能夠經歷上帝與你相及佇啲的生活，這即是樂園，
在未後當咱生命結束的時，主欲接咱到永恆的樂園天國，這是十字架所帶互咱的
盼望。
三、46v”耶穌就大聲叫講”父啊！我的神(靈)交待你的手。”救贖工程完成
了，成了！耶穌肉體受苦在十字架上，血汗一滴一滴在遐流下來，講完這句話就
斷氣。親愛的兄弟姐妹！今天你將你的靈魂交在什麼人的手中？是你在主導，在
控制你永恆的生命嗎？或是你將你的靈魂交在魔鬼的手中？求主憐憫咱，將咱的
靈魂奪回交在上帝的手中，互上帝永遠確保你。逐日當你對上帝講”上帝啊，我
的生命欲交在你手中，求你引導，”上帝就欲保守你。求主互咱看重人最後所剩
下的是你的靈魂。今日只有耶穌能拯救你，互你的罪得到赦免，將你移入上帝疼
的國度，互你的靈魂有永生的確據與盼望。
“上帝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中”這是咱基督徒每一個人最後臨終欲
說的話，人最後臨終不是欲交待遺產，最後臨終是欲對上帝來交待你的靈魂，”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待佇你的手”，伊欲確保，伊欲保守，伊欲帶你進入榮耀
永恆的國度，但願咱在受難週之時，再一次從十字架上主的聲音，來重新思考信
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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