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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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為「婦女事工紀念主日」
，由婦女團契參與主日聖工之服事。很高興
能邀請到本會前謝敏川牧師證道，願主繼續帶領在美國的服事。
2. 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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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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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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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已於 23 日舉行起程感恩禮拜，共有學生、家
長及本會同工 123 人參加，求主繼續帶領，也請大家關心與代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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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委員會（主委：卓孟佑長）
宣道委員會於本主日（3/1）一堂禮拜後 10:30 在二樓 A 教室召開受難週復活
節籌備聯席會議，敬請屬下各事工組及主日學校長、禮拜委員會各事工組出
席，並請陳祐陞牧師蒞會指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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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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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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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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敬邀姐姐妹妹來歌唱頌讚主，每月第三週獻詩。每月一、二、四週主日第一
堂禮拜後在 2F 練唱室練習。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訂 3 月 3 日上午 09:30 舉行 2014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典禮，主禮：陳祐陞牧
師。請兄姐踴躍參加。報名請洽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3 月 4 日健康講
座–「甲狀腺疾病」，由彰基沈弘偉醫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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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1)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可福音九:2~9。
2. 本日禮拜結束後，召開主日學教員會，地點：2 樓 A 教室，請同工出席。
3. 3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3/1

陳育茹

卓啓煌/楊君舜

謝理明

3/8

劉雅玲

卓啓煌/楊君舜

劉雅玲/潘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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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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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樓長執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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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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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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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5 台灣神學院「社青一日營」
，時間：3 月 14 日(六)14:00~21:00，地點：
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費用：100 元。報名專線：(02)2837-8232 莊姐妹，
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0328workforg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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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EBIG 的協談輔導，日期：3 月 14 日(六)~15 日(日)安順長老教會，3 月
21 日(六)~22 日(日)羅東長老教會。MEBIG 的診斷，日期：3 月 17 日(二)~19
日(四)，地點：新竹聖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www.mebig.com.tw，洽詢
電話：(06)246-9463 林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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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永福教會訂 3 月 1 日下午 3 時，舉行王進財牧師就任第十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
7. 總會客家宣教委員會舉辦「客家母語創作徵文」
，請至 hakka.pct.org.tw 下載
報名表，4 月 3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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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
3. 為松年大學招生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
4.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
＊本週金句＊

Lín ài lâng cháiⁿ-iūⁿ khoán-thāi lín, iā tio̍h án-ni khoán-thāi lâng.
恁愛人怎樣款待恁，也著按呢款待人。（路加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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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 月 19 日

大禮拜堂

新春稱謝禮拜

教育委員會

23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3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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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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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3/8

王崇堯

蓋房子比喻

太七:24~29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8

王崇堯

蓋房子比喻

太七:24~29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11

陳正雄

靈性的鍛鍊

提前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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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6、307B、
508

新的誡命

-

-

同上

19

399

同上

＊讀經進度表＊（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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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日)

3/2(一
一)

3/3(二
二)

3/4(三
三)

3/5(四
四)

3/6(五
五)

3/7(六
六)

新
眼
光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8:1~31

19:1~30

20:1~48

21:1~25

1:1~18

1:19~28

1:29~34

＊上週講道＊
【穿上了新人】

西三:1~11

陳正雄牧師 2015/2/22

感謝上主的恩典，保守我們過了農曆的一年，帶領咱兄姐迎接新的一年。想
一想過年我們都穿上了新衣。尤其想到上小學、初中、高中在家鄉南投，家母在
除夕夜趕工，為人做新衣，好讓在過年能有新衣可穿。因此，每年在除夕就整晚
都無法睡，一直到天亮，看到大人、小孩高興的把衣服帶回去，才去補「眠」
。現
代人就不那麼辛苦了，隨時到百貨公司、市場或路邊攤、走廊都可買，只要口袋
有錢都好辦。所謂「新衣」
，請問有多少人今天穿新衣？還是穿「是舊，猶久永新」
你所喜歡的？或有紀念的？今天所唸的經文來思考使徒保羅所說「穿新的人」或
「換上了新我」或將新的人穿 lo̍h-khi」。並不是「穿了新衣」，而是告訴我們每個
人的內在生命。就如今天所唱的聖詩 382 首，在新春禮拜也唱過，但是「是舊，
猶久永新」給了我們去思考歌詞內容的意義與所要告訴我們的真理。作者已無從
追查，卻有悲天憫人的心懷，每句話都是智慧的結晶，期待兄姐禮拜後回去，能
再看再讀在歌詞中所給我們的啓示。
1.基督是我們的真生命（4 節）
我們成為基督徒，照典禮的程序，先告白信仰，再接受洗禮（保羅當時的洗
禮方式是在河邊藉水浸過，其過程就好像被死所淹沒，當他浮出水面時，就好像
得到復活，進入新的生命）
。我們教會是象徵用水滴。不論用浸或水滴的禮儀，就
是在洗禮後要活出一個不相同的人來。既然藉儀式表達，就是把關心屬過去或瑣
碎的雜事，轉變關心永恆的真理：也就給一個新的價值觀，新的判斷方法。這個
世界認為重要的事，他就不再思慮；支配世界的野心，已失去效力。雖然繼續做
世上的工作，或使用世界的事物卻以新的方式來用它。例如：機車、汽車、腳踏
車是一種交通工具，以個人的能力去作選擇。家庭設備也看每個家庭所需要，使
用的價值，並不是作比較。保羅在此給耶穌基督一個大的信心稱呼，他稱「基督
是我們的生命」
。他寫給腓立比書信，他說「我活著，就是為著基督」（腓一 21），
在給加拉太的書信，他說：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裡活
著，」（加二 20）對於你、我來說，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基督耶穌主宰充滿在我的
生命中。
2.舊的和新的生命（5 節）
要根絕（打死、消滅）那些在你的身上作祟的生命，也就是任何敵對上主在
地上的事。保羅在此以倫理的要求，以思想中實際結果，就是以一個不妥協且異
常明晰的基督徒倫理要求，因為當時的情境，正處在那種情況。此節也可譯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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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是保羅所要說：「要治死任何你自己的及人格上反對
上帝的部份，留下那些使你完成上帝旨意者」在羅馬八 13 也有相同的思想：「如
果你們服從本性，你們一定死亡；如果順服聖靈，治死罪行，你們一定會活。」
也就是耶穌在山上的寶訓所說的：假如你的右眼使你犯罪，把它挖出來扔掉，損
失身體的一部份，比整個身體陷入地獄要好得多；假如你的右手使你犯罪，把它
砍下來扔掉，損失肢體之一，比整個身體下地獄要好得多。
（馬太五 29~30）用我
們現代的語言所表達：你我基督徒在新的未來必須治死自我中心，他必須把所有
私下的慾望及野心看為死的；在他的生命中要做根本改變的意志。一種生命中心
根本的轉移，任何阻礙他完全順服於上帝，完全降服於基督的事，都必須像手術
般的切除。以言語來形容的法則就是基督的言語應該要仁慈、純潔且誠實，面對
任何場所的態度。比此更積極的思想，就是長老教會的創立者：約翰加爾文所強
調的信仰精神：「只為上帝的榮耀」。
3.換上了新我，由創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不斷加以更新。（10 節）
當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他必須在人格上有完全的改變。基督的教會如果沒有
將一個基督徒改變成為新人，那是不完美的。這改變是一種漸進式的改變，就如
蠶的成長一次次的脫皮。新造的人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更新，它使一個人在恩典和
知識上繼續不斷的成長，一直到達所應達到，有上主形象的人。
有一篇”人間智慧”作者提到到一個朋友家做客，出了電梯，門口掛了一塊小
木牌，上面寫：
「進門前，請脫去煩惱；回家時，帶快樂回來。」進屋後果然見到
男女主人一團和氣。我自然問起門口那塊木牌。女主人笑著望向男主人：
「你說」，
男主人則溫柔地瞅向女主人：
「還是妳說，因為這是妳的創意。」最終，女主人輕
緩地說開了：
「有一回我下班回家，在電梯的鏡子看到一張睏倦、灰暗的臉，一雙
緊擰的眉毛，煩惱的眼睛，把我自己嚇了一大跳。於是，我想當孩子丈夫面對這
樣愁苦陰沈的面孔時，會有什麼感覺？假如我面對的，也是這樣的面孔，又會有
什麼反應？我想到孩子在電視機前，用餐時的沈默，丈夫的冷漠…，第二天我就
寫了一塊本牌釘在門上來提醒自己。結果，提醒的不只是我，而是一家人，到我
家的客人也都變得歡歡喜喜。好有智慧，好可愛的女人。心若改變，態度就會改
變；態度改變，習慣就會改變，習慣改變，人生就會改變。就是回到第 9 節所說：
「因為你們已經掙脫舊我和舊習慣」
。因為 11 節所說：
「不再分別希臘人或猶太人，
受割禮或是未受割禮，未開化、野蠻、奴隸或是自由人，不過基督是一切，也在
一切的裡面（基督貫徹一切）。
這就是穿上了新人的真義，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能有上週所分發新年小春聯：
主賜平安喜樂，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有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十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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