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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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本日舉行的「定期長執會」延至下週主日(3/22)第一堂禮拜後 10:45 召開，
請長執出席參會。
2. 感謝主的恩典，本會林俊宏兄（張瑞潮之公子）
、張瑋純伉儷於 3 月 3 日喜獲
一千金，母女平安，恭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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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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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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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5 年春節照片已經洗出，放在辦公室，有要加洗照片者，請至辦公室登記，
照片每張 4.5 元。若要電子檔者，請自行攜帶隨身碟至辦公室自行拷貝。
6. 2015 年分區關懷長執調整如下：
第一區(中區)：余燕儒、卓聖育、張玉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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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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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天(3/15)截止。
二、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本週探訪：張瑞潮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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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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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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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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加避靜靈修會者，應有
充足準備的心並全程接受培訓。3/28 第一場先修培訓課程─講師：彰化靜山靈
修中心主任神父吳伯仁，講題：基督宗教靈修學史簡介。敬請兄姐洽辦公室
曾青美幹事登記報名（3/22 截止）。
五、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15)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三: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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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本日(3/15)舉行三月份例會，陳慧錦執事會前會帶"破冰"活動，會後有小遊
戲！(請大家踴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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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3 月 17 日(週二)10:00 洪嘉鴻律師事務所前來上課–「生活與法律」
。
2. 3 月 18 日(週三)09:00 彰基周昆慶醫師–「胃食道逆流症及消化性潰瘍」
，歡
迎兄姐來聆聽。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舉行「2015TKC 輔導營」
，時間：5 月 22~24 日，費用：
1800 元，4 月 8 日前報名享早鳥價 1500 元/人。4 月 23 日截止報名。報名
請至 youth.pct.org.tw。
2. 南崗教會訂 4 月 12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昇格堂會暨謝孟勇傳道師封牧
就任感恩禮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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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中中會教社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上午 8 點 30 分至 12 點，舉辦第一次急
難救助 CPR 訓練會，地點：草屯基督長老教會。當日並備有午餐，通過訓
練者，由彰基核發個人認證卡。為預備器材及準備中餐，請務必向民族路
教會教育牧師耿明德牧師報名 2222-7683 轉 103。報名至 4 月 11 日截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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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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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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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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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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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柿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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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ūi kìⁿ-nā chū-ko ê beh h i pi-bî; ka-kī pi-bî ê beh ko-seng i.
因為見若自高的欲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欲高升伊。（路加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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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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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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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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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一:1~8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24

9、313、507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3/22

陳正雄

學習經歷上帝
的功課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2

宋承祐

以基督的心
為心

腓二:1~7
腓三:7~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25

陳正雄

落實讀經生活

申十一:18~21
提後三:14~17

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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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3/15(日

3/16(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3:22~30 3:31~38

3/17(二
二)

3/18(三
三)

3/19(四
四)

3/20(五
五)

3/21(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4:1~30

4:31~38

4:39~42

4:43~54

5:1~18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51 首 聖哉，聖哉，聖哉
作曲／戴克斯 John B,Dykes(1823-1876)
作詞／希伯 Reginald Heber(1783-1826)
希伯與瓦特、衛斯理一樣，很重視詩歌的價值和力量，他們都寫了許多興奮
人心的聖詩。
詩人丁尼生說這首詩是『世間最偉大的詩』
。這首詩之所以被人重視，有兩大
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他的題目，當日教會中論及三一神的聖詩太少，神是獨一的
真神，但這真神具有三種位格，卻又是三位合一的，我們不單自己當知道這真理，
也當教導人，並用詩歌來頌讚三位一體的真神，希伯在這詩裡，好像以賽亞書六
章 1 節那樣，用三個『聖哉』來代表三一神，這詩的四節，都是有讚美的意思。
第二個原因是由於詩詞的美麗，丁尼生的評語，大概就是指文法和修詞方面，
不是指其中的靈意，聖詩家說：唱這詩不應太快，每個『聖哉』之後，都有一個
逗點，意思就是要我們唱的時候，常想到三一神的每一位都是聖潔的，如果我們
留意英文的詞句，我們也會覺得他能解釋我們心中對三一神的意思。
曲譜是戴克斯博士在 1861 年所作的。音調十足的表現出『聖哉！聖哉！聖
哉！』的莊嚴。

4

＊上週講道＊
【蓋房子比喻】

太七:24~29

王崇堯牧師 2015/3/8

比喻 parable 的 para 意即「旁邊」，耶穌常藉著旁邊發生事情傳講人生道理，
如撒種子比喻或浪子回頭比喻。有人說大學教授就是可以將最簡單的事物講到
很複雜沒人聽懂。耶穌誠然是一位好教師。
我們若要蓋房子，會如同柏拉圖所說蓋一間四面光亮房子。中世紀很多信徒
往耶路撒冷朝聖，因路途遙遠導致飢寒或生命，有些愛心基督徒就在中途蓋休息
站 Hospitaller，後來就成為醫院、旅舍等等。
此段經文在新約的背景，描述初代教會遇到如大風大浪迫害，信徒信仰地基
不穩就倒塌跌倒。特別主後 64 年尼羅王放火燒羅馬城，將罪歸究基督徒而迫害教
會，彼得、保羅殉教。彼得行傳也記戴彼得倒釘十字架傳說。儘管如此，信徒仍
信仰穩固。主後 112 年小亞細亞總督 Pliny 寫給羅馬皇帝 Trajan 的書信就可得知：
「我們羅馬人城市，無論男女、老幼、不同階級皆受一種危害毒素思想影響（信
耶穌），以致咱羅馬人的廟沒人去，咱羅馬人的神沒人拜」。
1.信仰是否認真？
初代教會信徒是勇敢也是認真的。遠騰周作「沈默」描達日本幕府將軍時代
迫害天主教徒，在 70 萬人中有 27 萬人殉教，他/她們信仰是認真的。台灣教會初
代信徒，也可從台南岡林走一天一夜到高雄旗後禮拜，他/她們信仰是認真的。美
前總統卡特曾說他任浸會執事 14 年接觸 140 人，但選喬治亞州長時，3 個月就接
觸 30 萬人，他坦言對信仰「為何沒全力以赴？ 」
以色列史中，摩西導以色列人出埃及，結果我們看到第一代辛苦死在曠野，
祝福第二代進入迦南，結果第三代拜偶像。新約歷史中我們也看到不同教會，腓
立比教會有愛心、合一、認真、照顧傳教者；但哥林多教會就紛爭、結黨、批評
保羅，甚至主後 95 年信徒還要霸免長老，
2.怎樣形成認真信仰？
1).使命感：生命委身
生命的委身就是我們與這塊土地、人民關係。但生命委身是感性，容易被潑
冷水或遇挫折，所以需建立在上帝話語信仰委身地基。
2).信仰委身
就是以上帝的話作為地基，確認你/妳的信念。
3).見證委身
活出生命委身及信仰委身。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有台灣也有福音。
人與人在團體中所建構的倫理學是在於平衝「利己主義」與「功利主義」
，意
即在不違反別人及社會整體利益下來滿足每一個人的私慾。然而，福音中耶穌愛
的理想卻與自身慾望鬥爭，也提供一個新的價值體系愛的理想。耶穌說人的施捨
不可炫耀於大庭廣眾，人的宗教虔誠也不是為了得到社會贊同。最重要的是，福
音之愛幫助的對象是窮人、弱者，因為他（她）們無法也無力回報。
巴黎艾菲爾鐵塔於 1887 建造，1889 年完工，3 百米高由 1500 不同部份組成，
用了 250 萬鋼釘，可擋 1 小時 129 公里的風速，就是傾斜 12 公分也不倒，因為地
基好。但願我們每個人皆能成為教會的鋼釘、台南神學院的鋼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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