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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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會公告＊（不必朗讀）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自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31 日本會二間禮拜堂不外借。期間松年會館、聖歌隊練唱室、
主日學教室、少契教室、…等空間請各單位於使用後對桌椅及地板擦拭及消毒。
2. 自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31 日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暫停開放。
3. 自 3 月 8 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主日愛餐。
4. 二間禮拜堂分別由各委員會於週六 09:00~10:30 進行消毒工作，負責日期如下：
禮拜委員會：3/7、4/11。宣道委員會：3/14、4/18。教育委員會：3/21、4/25。
服務委員會：3/28、5/2。總務務委員會：4/4、5/9。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5. 若會友處於居家檢疫者，請通知教會代禱並予以協助。
6. 本會已從美國購買二支額溫槍，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
7.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仍應維持門窗敞開。

＊柳原教會防疫措施＊（不必朗讀）
弟兄姐妹平安！因應受武漢肺炎影響，教會啓動防疫措施如下，希望兄姐一起配合！
1. 週日進入禮拜堂前請配合門口接待同工進行雙手的消毒及檢測額溫（3/15 起）。
2. 禮拜中為了不傳染別人或被傳染，室內聚會請戴口罩（請自備）。
3. 已有咳嗽、流鼻水、發燒症狀的兄姐建議在家中觀看新眼光、好消息電視台頻道。
或本會在 Facebook 的視訊錄影。
4. 請在近期內有出國過的弟兄姐妹先不要來教會，直到回國 14 天後沒有任何症狀再
恢復聚會。
5. 在教會聚會、開會儘量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
6. 防疫期間出入教會，問候時請以拱手代替握手。
7. 各團契、小組的聚會視疫情做調整。
柳原教會關心您，願主保守，閤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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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3/29)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由院長–王崇堯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
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今年復活節(4/12)主日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請要參加洗禮者到辦公室拿取報
名表格，並向陳祐陞牧師、小會書記–許允麗長老報名（報名者需於 4/11 下午 2
時參加信仰造就班）。
3. ★有需要口罩的年長兄姐，禮拜前請至辦公室領取。
4. ★4~6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有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5. 台中市十字園為因應日前武漢疫情嚴峻，避免大型聚會群聚感染，故取消 4 月 2
日追思感恩禮拜，改為由家屬自行安排時間前往探視追念親人。
6. 請尚未領取 120 週年紀念冊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江蔡銀花、林義耕、許萬興、
蘇凱琳。潘美惠。許泠欣、陳麗玉。何祥百、許月娥、黃文忠、賴麗華、魏顯洲、
蘇美麗。江文正、何守崇、何棟樑、陳正榮、羅寶玉。呂光輝、高大堯、陳欽榮、
潘俊任、阮淑真。何秀津、林恩仲、蔡謹。簡安祺、蘇陳月娥。邱金鳳、粘淑慧、
黃茂卿。郭紫筠。王新莉、江正德）。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本日(3/22)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撒母耳記上 16 章 1~13 節。
二、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3 月 28 日(六)15:30~17:00 於 2F 練唱室練唱，請團員準時出席。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3 月 29 日松年合唱團於禮拜中獻詩，請團員於 3 月 22、29 日早上 8 點 10 分於
松年會館練唱詩歌。
四、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參加貝斯速成班，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有心，我們
就教你！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五、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源咖啡】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
六、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而就學於神學院及一般公私立
國小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及獎勵金之申請。
1.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高中職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
分以上（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院
各科系等比照大專院校）。國中及國小獎勵金不在此限。
2.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75 分或甲等以上。
3.有參加少年團契的國中生及主日學的國小生由輔導及校長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4.申請日期：3 月 8 日~3 月 2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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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草屯教會訂 4 月 5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20 週年感恩獻祭禮拜。要前往參
加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
2. 蒙恩教會訂今日(3/22)下午 3 點舉行林志郎牧師就任宣教牧師、薛信哲牧師就任
開拓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青年部與台灣基督精兵協會共同舉辦青少年探索．戰鬥營–「光說
不練是在哈囉」，時間：7 月 16~19 日，地點：真理大學台北校區，費用：2500
元/人(4/20 前 2200 元/人)，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tccpfight-25th-R1。
＊代禱事項＊
1. 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
峰期，並為台灣前線的醫護人員代禱。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請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合併案順利通過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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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lín tùi un-tián tit-tio̍h kiù, sī tùi sìn; che iā m̄ sī chhut tī lín pún-sin, sī
Siōng-tè só͘ siúⁿ-sù;m̄ sī chhut tī só͘ kiâⁿ, bián-tit lâng khoa-kháu.( I-hut-só. 2:8~9)
(台語) 因為恁對恩典得著救，是對信；這也呣是出佇恁本身，是上帝所賞賜；呣是
出佇所行，免得人誇口。(以弗所二:8~9)
(華語)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以弗所二:8~9)
＊下週金句＊
以賽亞 49:13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3/22(日)
出 39

3/23(一)
出 40

3/24(二)
可1

3/25(三)
可2

3

3/26(四)
可3

3/27(五)
可4

3/28(六)
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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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暫停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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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王崇堯

愛你/妳的仇
敵？

馬太福音
五章38-44節

8

201
616
386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9

王崇堯

愛你/妳的仇
敵？

馬太福音
五章38-44節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1

蔡恆偉

使絕望驚恐的
人得生命

以西結
卅七章1~14節

14

163,413,
3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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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娶親的筵席】

太廿二:1~14

陳祐陞牧師 2020/3/15

在聖經內有二處記載耶穌基督的家譜，馬太一章及路加三章，這個家譜主要欲證
明耶穌是一個王，因為他是對大衛王的後裔中來出世。每一次咱讀到此家譜時都會把
它跳過去，不愛讀，因為記載什麼人生什麼人，真沒趣味。今天我教大家很簡單來瞭
解這個家譜，在馬太福音記載，對亞伯拉罕到耶穌共有 42 代分為三部份，從亞伯拉罕
到大衛是第一部分共 14 代，在以色列歷史上第一個王國，最偉大的時期。第二部分是
對所羅門王到以色列百姓受掠到巴比倫主前 586 年，這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可悲的時期。
第三部分是佇巴比倫從撒拉鐵到耶穌基督出世的時期，這個家譜三部分都是經過 14
代，最重要就是在表明耶穌是舊約先知所預言從大衛王王族中出世的一個王。
耶穌基督是出世佇大衛王的後裔，他是王族的子孫，他來到世界的工作是代表做
王欲來統治人，在他出世的時，在天頂有特別的星來證明一個王的出世，所以東方的
博士看到那顆星來到王宮問王，是不是有王子出世？耶穌基督出世做王，他是大衛的
子孫，今天這個出世做王的耶穌來到這個世界，欲來做什麼？
馬太廿二:2「天國比並人君給伊的子備辦婚姻的筵席，差伊的奴僕，召所請的來赴
筵席，若是 in 呣來。」耶穌說這個比喻的目的是什麼？在此他真清楚給咱說，上帝差
派他來到這個世界是欲來報咱知，欲來邀請咱進入上帝筵席。馬太 22 章給咱說，有一
個王為著他兒子婚姻備辦筵席請客人，這個王即是萬軍的耶和華上帝，他在此對咱發
出一個邀請。凡是邀請就不是強迫的，是互你決定要去或不要去。總是這個邀請是很
重要的邀請，你要拒絕或是接受是決定你與這位上帝的關係，這個王辦這個筵席的目
的是什麼？
兄弟姐妹，信仰是什麼？信仰不是單單信奉一些教條，信仰是你倒轉來與上帝建
父子的關係，然後祂開始供應你所需要的，就是筵席。咱在世界有許多需要，但是有
一項你 當沒有的，就是領受上帝互你的供應，這是咱不能沒有的，在世界你能得到
許多的供應，但在你靈深深的所在，有一個供應是你不能沒有的，即是你靈的需要的。
約翰六:35「耶穌給 in 講：「我就是活命的餅。就近我的人，決斷 枵；信我的人，永
永 嘴乾。」咱來到這個筵席，咱所得到的是什麼？上帝用他的愛來養飼你，上帝用
他的生命來賞賜你。將他的靈來放在你內面。上帝在全世界互你永遠能夠滿足的就是
上帝的愛。
在中國近代教會史的中間，上帝有大大使用三個人：宋尚節博士、倪柝聲、王明
道先生。其中王明道先生活最久，在大陸淪陷以後，1955 年他因反對三自教會受關監
23 年久，在 23 年的起頭有人來說服他，不免如此堅持他的信仰，就要放他出來，他相
信共產黨的話，不再反對三自教會，共產黨果然放他出來，但他發現一切都是謊話後，
他說：「我有跌倒一次，曾讓我的主傷心一次，我的心真艱苦。」他就開始責備自己，
他倒轉去監獄，他說我不要賣我的主，我不要做猶大，所以就閣互 in 關監，如此關 23
年久。23 年久沒聖經，沒聖詩，也不能寫書，只有自己用祈禱、靈修與上帝交通，人
問他說：
「你在這 23 年中如何經驗上帝？你靠什麼來活下去？」他說：
「在那個監獄的
中間經驗到上帝與我同在，他實在佇彼。那種的感受與真實感，夠額互我有氣力來經
5

過那個 23 年久。」有一段時間，好幾年沒人知道他是死或是活，他就偷寫一張字條， 」
寄人拿出來，這張字條按呢寫：「我親像鳥仔，自由在這個中間。」互人關監的中間，
他能夠說：
「我親像鳥仔，自由在這個中間。」因為上帝的疼在那養飼他，他靠什麼在
活？靠上帝的疼在那養飼他。在那個監獄的中間，有筵席沒？有！監獄那內面，漢呢
小間的中間，猶原有上帝的愛在那養飼他。當他 80 歲被釋放出來以後，他就繼續見證
主，到佇八、九十歲的年紀仍然在見證主。上帝的筵席不是當你接受主那個時刻互你
而已，一世人養飼你，一世人供應你。不論你是在艱苦潦倒或是你真富裕的時期，你
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疼來養飼你。
他來就是欲將他的疼來分給世間人。今天多少時陣咱沒欲吃王欲互咱的筵席，反
而到外面吃豆筴，吃不需要的東西，才在那痛苦，心靈永遠無法得到滿足，因為咱忽
略了上帝欲互咱的養飼。
在 2v「他差他的奴僕去召所請的人來赴筵席。」，（合和本：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
席）
，這些受召的人在此是指猶太人，猶太人是上帝代先欲選召的人，但是 in 拒絕耶穌，
聖經說「in 無要緊做 in 去；一個去伊的田園；一個去伊的生理場；其餘的掠伊的奴僕，
凌辱 in，刣 in。」耶穌基督來到世間代先邀請猶太人接受福音，但是猶太人拒絕，又
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門。7v「人君受氣，差伊的軍兵剿滅許個兇犯，續燒 in 的城。」
果然主後 70 年羅馬皇帝派兵將耶路撒冷城徹底毀滅。8v 王閣對伊的奴僕講：「婚姻的
筵席已經便，若是所請的 堪得。所以恁去大路頭，見若所抵著的，攏請伊來赴筵席。」
什麼人欲去報這個消息？就是你與我，咱攏是上帝的奴僕，兄弟姐妹，你願意做
一個傳福音的精兵去報人知：
「上帝的愛已經為你備辦好勢！」王明道先生他的老父在
他出生前一個月去世，老母帶他姊弟二人過著很貧苦的日子，後來政府賠 in 錢，因為
他父親在義和團事件中死亡，in 用那些錢蓋一間房子租互人，收租金來生活。他說從
小就常常在想二個問題：「人活著是為著什麼？」「人死後要去那裡？」有一次他問他
的伯父，他的伯父說：
「你要知道答案，你去深山中坐禪就會知道。」後來他真的有時
間就到山中，結果發現「無影」
。有一日一個同學到他寢室找他，帶領他接受耶穌基督
做他的救主，奉獻本身互上帝，那時他才 14 歲。
兄弟姐妹，在這個世界你對救人靈魂有負擔嗎？王說：
「去啊！招凡若你所抵著的
人。」今天福音不是藉著牧師、長老幾個人就可以傳開，是咱每一人都要有負擔，在
你所接觸的人，你可以報 in 知，有一個萬王之王，萬主的主，他是創造宇宙，管理你
的生命，他欲供應你無限的愛，你歡喜來信靠他嗎？我真期待咱柳原教會每一個兄弟
姐妹攏要勇敢起來，接受上帝所交付你的使命：「凡若抵著的，攏請 in 來赴筵席。」
有一本書親像鹿母的腳蹄是 Hana hanut 所寫的，這個女作者在她小漢時，說話大
舌又真無膽，所以她去到那裡害差又不敢說話，常常在學校互人欺負，這款用人眼光
來看是不會有成就，跟隨在人後面的人。有一日，他父親帶她去參加一場佈道會，會
中有宣教師出來見證，in 見證說：
「我們將福音帶到佇偏僻的所在，在那看到上帝的福
音怎樣改變人。」in 在那邀請說：
「恁中間有什麼人，願意將恁的生命獻互這位萬王的
王，萬主的主用嗎？」一共有一百多人走出來，此時 Hana hanut 真感動，但不敢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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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她就騎鐵馬回去她家，關在房間跪下祈禱，她說：
「上帝啊！照我聽起來，你是真
實的，求你替我做一項代誌，互我知你是會當改變我生命的上帝。」祈禱完她打開聖
經，讀到列王紀上卷十八章一句話「上帝說：『你要三心兩意到什麼時候啊！』」她即
時知道這是上帝給她的責備，因她是在要上帝與不要上中間，在那沒一個決定，所以
上帝不能在她的生命中做什麼代誌，她即時又在那祈禱說：
「上帝啊！我歡喜將我這個
大舌又沒膽又自卑的生命獻互你。」她說當她從祈禱那爬起來之時就完全沒相响，上
帝就進入她的心內，他過去的驚惶完全消失去，每一項看的東西都不一樣，因為她接
觸到上帝的愛，她充滿喜樂，後來她去讀聖經學院四年訓練，有一日上帝對她說話：
「Hana，你願意為著我去以色列傳道嗎？願意本身成為一個以色列的傳道人嗎？」她
給上帝說：
「上帝啊，猶太人我最不要，猶太人最鹼，不好相處，我無法度愛猶太人。」
但最後她順服上帝就按呢 Hana 就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在那傳福音。她已經寫了十幾
本的書。
在這本「親像鹿母的腳蹄行佇高山的頂高」書中說起「咱這位萬王的王，萬主的
主，邀請咱每一個人，從山谷深淵的所在，導咱到佇高山的所在，他說鹿母的腳蹄雖
然在高山絕壁的所在，也不會滑下去，也會當跑走在山尖，因為鹿母的蹄真正緊又有
力，他說這位萬王之王，萬主的主召咱每一個人，從咱這款自卑、煩惱、憂悶、無擔、
悲觀的人生，欲給咱導到那個高山，在那個穩當的所在互咱享受到與王相及住喜樂的
生活。兄弟姐妹這就是今天王所欲互咱的。
最後我要說洗禮的重要性。這個王派這些奴僕出去請外面的人入來以後，王出來
觀看賓客，發現有人沒穿禮服，沒穿禮服不能赴王的筵席，這個禮服是什麼意思？就
是耶穌基督的義袍，耶穌的公義給你穿上去，去除咱內面一切的污穢，互你在上帝面
前，上帝沒看你的污穢骯髒。兄弟姐妹，咱有什麼資格來朝見這位至聖的神啊，咱的
所有，從上帝看來，親像穿一件破衣，污穢又骯髒的衣。總是在這款情形下，耶穌基
督的寶血給咱洗清咱的罪，用他的義袍給咱穿上去。為什麼你必須要接受洗禮？因為
你欲接受耶穌基督的義袍給你穿上，你欲佇上帝面前決志說：我來領受耶穌基督的義
袍，那件聖潔的義袍給我穿上去，上帝不再看到我的罪，乃是看到基督的義在我的身
上。受洗就是你決志要接受這件義袍，基督救贖的恩典我要！我要信靠耶穌基督一世
人來做上帝的兒女。兄弟姐妹，今年 4/12 復活節咱欲洗禮聖禮典，我盼望在咱中間尚
未受洗的人，在今天對你的信仰有一個真清楚的決定，我要！我要坐佇王的筵席！我
要享受上帝的疼，我欲領受耶穌基督，互我的義袍，遮掩我的污穢骯髒，互上帝看我
的時，沒看到我的罪，乃是看著基督的義。因為耶穌基督為著咱，承擔咱的罪過與痛
苦，將咱的罪攏釘在十字架上。
兄弟姐妹，今天上帝的恩典已經臨到佇咱的身上，你有疼這個王嗎？你有接受他
的邀請嗎？你有接受他差遣嗎？你有穿上伊所互你的義袍嗎？你獨獨欲尊他做王，互
祂來掌管你的人生嗎？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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