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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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今日(1/26)舊曆年初一、新春稱謝禮拜合併於上午 09:30 舉行，只有一堂禮拜，
中午愛餐暫停一次。1 月 29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2. ★下週主日(2/2)舉行聖餐聖禮典，08:20 召開小會。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何中亨、卓啓煌、何啓光、廖寶蓮、葉美玲。
捧杯：余燕儒、卓孟佑、楊凱成、許明暉、許允麗。
華語禮拜–捧餅：劉雅玲，捧杯：張玉旻。
3. ★本會訂 2 月 9 日舉行定期會員和會，在籍會員名單公布於布告欄，如有誤漏，
請告知辦公室。當日一、二堂禮拜合併於 09:30 舉行。
4.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2 月 8 日(六)上午 10 點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
開第 1l 屆第 12 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敬邀委員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撥空
蒞臨參加。
5. ★120 週年紀念冊已印製完成，請在籍兄姐至辦公室領取(每戶一本)。
6. ★2020 年 1~3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
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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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1/26)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歡迎加入松年團契，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20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至 2 月
29 日截止，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有些傷–是容易被發現並且看得見，可以立即馬上處理，有些傷–看不見、摸不
著，無法得到適當的治療…若有一天發生重大災難時，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
只能看著事件發生、流著眼淚、默默禱告嗎？本次例會將邀請男聲合唱團及家庭
團契聯合聚會，也歡迎弟兄姐妹一同參與。例會時間：2 月 16 日(日)上午 10:40，
地點：1F 松年會館，司會：王惠玲，講員：蘇柏熙專科護理師，
題目：A.「生活中外傷處置的"別誤會"」。 B.「基督徒如何參與災難醫療」。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上週探訪：楊蘇英妹、張高端、簡安祺、邱金鳳。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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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本日(1/26)「源咖啡」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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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新任正、副總統及立委當選人代禱，求主保守他們能信守承諾、信實公義，
為人民負責。
2. 本會柳原法人合併入後壠子法案已經由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核可，未來尚需經法
院清算財產等程序，請為本會兩法人順利合併代禱。
3.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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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卉(左
耳恢復聽力)。
＊本週金句＊
(台語) Chháu ōe ta, hoe ōe siā ; to̍k-to̍k lán ê Siōng-tè ê ōe tek-khak éng-oán tī-teh.
（I-sài-a 40:8）
(台語) 草會乾，花會謝，獨獨咱的上帝的話的確永遠佇啲。(以賽亞 40:8)
(華語)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上帝的話必永遠立定。(以賽亞 40:8)
＊下週金句＊
哥林多後 12:9a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1/26(日)
創 45-46

日期
經節

1/27(一)
創 47-48

1/28(二)
創 49-50

1/29(三)
太 1-2

1/30(四)
太 3-4

1/31(五)
太5

2/1(六)
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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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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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長執

-

＊週六禱告會＊
每週六08:10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2月8
日起恢復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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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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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陳祐陞

靠主喜樂

腓立比書
四:6~7

5

298
495
401、355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2/2

林佳勳

你去，
照樣做吧！

路加福音
十:25~3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2/5

陳正雄

上帝已經立
耶穌為主

使徒行傳
二:14~36

6

244，
637，391

同上

＊上週講道＊
【盼望與未來】

耶利米書 29:11~14

潘忠杰牧師 2020/1/19

前言
英國文學家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有一段很名的開頭：【這是最好的時代，也
是最壞的時代。】什麼是最好的呢？
我在學生中心服事，每個新學年都會看到有些學生考上自己想要的學校，進了自
己喜歡的科系，對未來充滿了盼望。也有些學生進了沒有興趣的科系，或是覺得自己
在一所三流的學校，覺得沒有未來、沒有盼望；有的人想要重考，有的人想要轉系。
甚至有一個團契的新生，全部都對未來感到茫然。
當然每年都有學生會畢業，畢業生同樣面臨他們所學的學科，畢業後好不好找工
作，薪水多少? 當然念理工的對未來比較有盼望，念社會文學的就比較茫然。在台灣
有 82%以上都可以上大學的狀況下，學歷變得越來越廉價，有的學生也會考慮要不要
念研究所，將來工作機會或許薪水會好一點，甚至會讓人覺得研究所是找工作的最低
學歷要求。
這十年來我所碰到團契的畢業生，除了醫學院或幾位理工資訊畢業的，大部分薪
水不高。有的工作了幾年，薪水還是不高，到底要不要換工作？換了工作是不是還是
一樣？換不了工作就繼續沒有盼望的待著吧！領一份賺不了錢但也餓不死的薪水。甚
至有在醫院作的畢業生回來團契分享，他的薪水應該是大家要羨慕的，但是他說他最
討厭去上班了，如果可以不要工作有多好！
會讓年輕人這麼厭世的心情，是因為整個社會是以【錢】途來衡量的社會價值觀；
安全感是建立在金錢的累積上面。這與基督徒信仰上帝賜平安的內涵，有很大的差別。
現代人陷入牢籠的心情，不就像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的心情嗎？為什麼我現在
會這樣？上帝為何沒有聽我的禱告？當我們碰到生活或生命的挫折，很容易懷疑上帝
是不是忘了我，有沒有與我同在？今天的經文二九:11，上帝透過耶利米先知跟以色列
人說：【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上帝不是降災
禍，而是在現時此地賜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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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看到第 15 節，上帝在巴比倫興起先知，這打破猶太人敬拜必須在耶路撒
冷的觀念。
我們有些團契的畢業生回不了教會，習慣了學生團契的氛圍，回母會找不到團契
的感覺。在台灣或中國有時會碰到一些留學回來的人，他們跟我說他們當初在國外多
們認真參加查經班、聚會，感覺上帝很真實的同在，但是回到台灣或是中國，就感覺
差很多。
其實重點不是同儕或是聚會的氛圍，如果按照第 12~13 節說得的，是有無呼求主、
禱告主、尋求主。若持續親近主，在哪聚會都一樣，在哪裡上帝都會賜平安。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紐約協和神學院讀書，他畢業時正值歐戰爆發前夕，他的老
師都要他留在美國教書，這種時候先不要回德國比較安全。他跟他的老師說，德國是
我的國家，我必須要回去。他回德國之後，與一群牧師發表巴門宣言，強調基督徒與
教會的最高指導事：只服從聖經、上帝的命令。----不是為自己的未來，而是一種利他
的未來。不是只為了自己，而是幫助他的人民、他的社會、他的國家。
他也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最後失敗被捕入獄。他在監獄中寫信給他母親、
妹妹、未婚妻，這些書信可以買到，中文書名叫【獄中書簡】。
獄中書信最有名的一篇，【所有美善力量】，是寫給他母親的，有些人會在年終的
家庭禮拜唱這首詩歌。我試著念兩段：
(1)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圍繞
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
讓我與你們走過這些日子
並與你們踏入新的一年
(7)所有美善力量都遮蓋
不論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個新的一天
上帝都將與我們同在
很難想像一位在監獄裏，即將面對死亡的人，所寫出來的詩充滿對未來的盼望。
他被處死後三個禮拜，納粹政權倒台。今天的經文第 11 節：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英文聖經有一個版本的翻譯是”Hope and a Future”，
【給你們盼望和一個未來】
。基督
徒的盼望是建立在跟隨上主的意念；就算在逆境，就算自己看不到結果，也能在盼望
中為其他人許一個未來。
從 2019 年五、六月開始，大家可以看到香港【反送中】的新聞，一首基督教聖歌
出現在一個平時不可能出現的地方——逾百萬示威者佔據的香港街頭。基督徒唱”Sing
Halleluia to the Lord”. 對於香港的基督徒來說，這首聖歌代表他們的信仰，但同時體
現出，他們擔憂的不僅是條例通過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危在旦夕。
6 月 11 日，在示威變向暴力的前一天，一群基督徒手持標語，在夜間集合，他們
口中唱著《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這首聖歌迅即在其他示威者之間傳唱，很快開始在非
基督教徒中傳播。
「大家唱這首歌是因為它很短，容易記住，」
「整首歌只有一句歌詞：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他們希望通過這首歌讓警察更加平靜，緩和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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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這是「有組織的暴動」
。而示威者批評警方過份使用武力。在
這種情況下，這首歌的作用尤其重要。在一定程度上，這首歌還是一面政治盾牌。
「根
據法律規定，所有在公共場所的宗教集會都不會被認定為違法，因此大家一起唱聖歌
可以起到保護作用，保證大家安全，」。「所以大家開始唱這首歌，用來保護自己。」
基督徒在緊張的抗議活動中，提供感召與安撫的力量。一位牧師說：
「哈利路亞這個詞
本身意為讚美主，所以這還可以提醒香港人上帝主導著未來。」
台灣很多人很關心香港的【反送中】，這種焦慮也直接反映在這次 2020 總統的選
舉：很多人覺得這會不會是台灣最後一次選舉。當然不同人期待的不同的選舉結果，
選舉後也變成各種不同的焦慮。願這些焦慮都化作我們的祈禱，求上帝應許我們盼望
和一個未來。
結論
一開始我們聽到【雙城記】的卷頭語，其實它後面還有幾句，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
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正直下地獄。
或許每個人對所處的現實此地都有不同的想法，但對基督徒來說，在上帝的保守
裏，我們要確信上帝掌管一切，包括過去，以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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