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會公告＊（不必朗讀）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 月 25 日建議，停辦室內 100 人以上聚會活動，本會第
二階段防疫措施如下：
1. 一二堂禮拜照常舉行，四月起台語禮拜分別在大禮拜堂、古蹟禮拜堂、聖歌隊練
唱室三個地點同步轉播進行，大禮拜堂以容納 90 人為原則（至多不可超過 100
人）
，古蹟禮拜堂容納 56 人，練唱室容納 15-20 人，會友可由以上三個地點自由選
擇參加禮拜；二堂禮拜地點維持在古蹟禮拜堂舉行，所有會友禮拜時以梅花座方
式入座。古蹟禮拜堂於台語禮拜結束與華語禮拜開始前由同工進行場地及桌椅擦
拭消毒。三個地點貼梅花座標示貼紙，請服務委員會同工於三月廿八日進行消毒
工作時一併處理。
2. 古蹟禮拜堂於此階段僅開放前門。參加台語禮拜之會友進入禮拜堂前需於大禮拜
堂前門、古蹟禮拜堂前門、二樓電(樓)梯口由接待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工
作，參加華語禮拜之會友於古蹟禮拜堂門口由接待
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工作，體溫正常及完成雙手消毒之會友由接待同工
協助於身上明顯處貼貼紙以利辨識，參與禮拜過程中需全程戴口罩。每次禮拜中
進行全場錄影以記錄該場禮拜參加人員及座位。
3. 松年大學課程、恩典合唱團團練照常進行。
4. 各團契、手鐘團、小組聚會由各團契視疫情自行調整。
5. 四月五日聖餐暫停，四月 12 日復活節洗禮照常舉行，受洗者全部於大禮拜堂禮拜。
6. 四月起安排長執同工負責各門口檢測額溫、雙手消毒、貼貼紙，及禮拜中錄影記
錄禮拜參加人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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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宣道委員會：4/18。教育委員會：4/25。
服務委員會：5/2。總務務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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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4/19)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4 月 19 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大禮拜堂 何啓光

黃惠冠

2F 電梯口 張玉旻

何秋萍

古蹟教堂 卓孟佑

高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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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3 處）

華語禮拜前會堂消毒

張榮璋

廖寶蓮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陳祐陞牧師屆齡退休，於今日(4/19)主日禮拜中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一、二堂禮拜合併，時間：09:30。
2. ★2019 年奉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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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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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4 月 19 日例會暫停一次。
三、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執事）
手鐘團於 4 月 26 日主日禮拜中有手鐘服事，歡迎主內弟兄姐妹及慕道友邀請親友
蒞臨欣賞。
四、少年團契（輔導：卓聖育執事）
因應疫情影響，少年團契 4 月份的週六聚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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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咖啡】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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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陳祐陞牧師家庭代禱，求主保守他們退休後有健康身體，在台南仍能為教會
服事，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2. 為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重大傷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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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所有前線的醫護人
員代禱。
3.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4. 請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合併案順利通過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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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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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kìⁿ-ū siàu-liām lín, chiū kám-siā góa ê Siōng-tè , ta̍ k pái ūi-tio̍ h lín chèng lâng
kî-tó ê sî, siông-siông hoaⁿ-hí lâi kî-tó.( Hui-lip-pí 1:3~4)
(台語)我見有數念恁，就感謝我的上帝；逐擺為著恁眾人祈禱的時，常常歡喜來祈
禱。(腓立比 1:3~4)
(華語)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
喜地祈求。(腓立比 1:3~4)
＊下週金句＊
耶利米 29:11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4/19(日)
利 16

日期
經節

4/20(一)
利 17-18

4/21(二)
利 19

4/22(三)
利 20

4/23(四)
利 21-22

4/24(五)
利 23

4/25(六)
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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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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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張顯爵

當留意
美善的事

腓利比書
四:8~9

18

201
540
397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26

張顯爵

當留意
美善的事

腓利比書
四:8~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9

陳正雄

復活主的
見證人

以賽亞三十:19~21
路加九:28~36

11

34、
575、38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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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聆聽復活主的聲音】

約廿一:1~14

陳祐陞牧師 2020/4/12

今天是耶穌基督復活歡喜的日子，有人說基督教是悲情的宗教，在各各他山頂耶
穌基督為著救贖人類的罪互人釘在十字架上，在炎熱日頭下面，血與汗一滴一滴流下
來，最後死在十字架上，真正是悲情。但是在悲情的後面，因為耶穌基督死後三日復
活為人類帶來盼望，互信伊的人罪得到赦免，互咱與上帝復和成為上帝的兒女，這就
是咱在復活節所欲慶祝的代誌。
所以十字架若是基督教的記號，空墓更卡是證明耶穌基督有復活，今早上咱欲對
約翰福音 21 章來聽復活的主對咱所說的話。在剛才讀的聖經中 1~14v 主耶穌對學生有
說三句話，4v 耶穌就給 in 說：「細子啊！恁有物配無？」（有吃的沒有）。第二句話 6v
耶穌說：「拋網在船的正旁，就會得到。」第三句話 12v 耶穌給 in 說：「來吃早頓。」
在約翰 20 章有記載耶穌復活後已經有二次對學生顯現，雖然學生都有看見復活的主，
彼得仍然邀請 in 倒轉去捕魚，咱會當了解那時陣彼得的心境有很大的困擾，雖然他知
道主已經復活，但是他不知欲做什麼？雖然主已經給 in 說：
「我差恁出去。」但是他不
知欲怎樣去做，所以他就邀請主的學生一共七個人倒轉去提比哩亞的海邊去捕魚。在
3v 有一句話代表許多人的經驗「彼瞑無掠著什麼」，「彼瞑無掠著什麼？」若用彼得的
經驗，這款代誌真不可能發生，掠魚對彼得來說是他最有自信，最有經驗的，但是彼
暝無掠到什麼。我相信今天咱許多人也是按呢，「無掠到什麼」是一個人很大的失望，
回想咱一生，或許有人很打拚，有人有許多經驗，但是到今天還是空空，咱不知所得
到、所建立的是什麼？甚至有時還會遇到很大的失敗，連你所擁有的也有可能一夜中
間來失落，對人來說這是非常失敗、挫折的時陣，在此時咱會互問題來綑綁，咱聽不
到復活主的聲音，咱也不知主此時是站在你身旁，親像學生不知主站在 in 的身邊一樣。
兄弟姐妹，今早上咱何等需要去知道主耶穌就站在你的身邊。我不知當彼得歸暝
掠無魚之時，他是不是嫌魚網洞太大，掠無，再換一幅網；或是說：「這個方向不對，
咱再往另外一個方向。」當咱在人生路上失敗時，咱都會用人的方法去尋找，但是這
位主耶穌是漢呢關心咱每一個人。當我在謮這一段聖經時，除了看著字面上所記載的
代誌以外，互我更加感覺著這位復活的主對咱的疼與照顧，一種溫暖的感動臨到佇我
心內。當咱佇人生最失意的時，主耶穌是站在咱身邊，咱著要會曉在失敗的時轉向耶
穌，不可在失敗之時來離開耶穌這是失敗閣加上失敗，請咱會記得在任何陣咱的主站
在咱身邊欲幫助咱。
第二句話，耶穌說：
「拋網佇船的正旁，就會得著。」我很奇怪在晚主耶穌並沒對
彼得說半句責備的話，他可以向彼得說：
「彼得啊！你為何三次不認我，或是說我呼召
你是欲導這些門徒，你應該要導 in 等候聖靈，祈禱！你怎樣閣帶 in 倒轉來捕魚？」在
這主耶穌並無責備彼得。在咱人生中間，許多時陣咱無照主互咱的方法，致教空空著
磨；或是咱生活中沒尊主為大，主耶穌不但沒責備咱，他卻是在遐等候欲來幫助咱，
他欲互咱最大的幫助就是指示咱人生的方向，因為你的方向若正確，你的人生就正確；
你的方向若錯誤，你就永遠無有收成。耶穌說：
「拋網佇船的正旁。」今天咱需要轉來
聽主的聲音。世界有太多的誘惑，致教互咱迷失了咱的方向，今天復活的主在此向咱
呼召：
「細子，倒轉來我欲指示你，我已經等候你很久了；我要你行的路，是引導你到
佇永生的道路，到佇豐盛生命的道路。」兄弟姐妹，咱的生命是寶貴的，每一個人來
到世界攏有上帝欲互你的任務，什麼是一個成功的人？就是會當完成主在他身上的託
付。復活的主說：
「拋網在船的正旁。」你欲怎樣來聽到主聲音，只有當你與主有很親
密的時陣，才能夠聽到主叫你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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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話是在 12v「當 in 照耶穌的指示將網拋在船的右邊，網拖 起來」
，這些學
生非常興奮，但是更加互人興奮的是什麼？是 in 已經發現，是主耶穌！是什麼先發現
的，聖經說是主所疼彼個學生。上帝有時互咱很多記號來向咱顯明他疼咱。當你與主
有很親密和好的關係，你就會在生活頂面常常與這位疼咱的主相遇。上帝常常用不相
款的環境(方法)來引導咱到他的面前，最興奮的代誌就是有一天，你會當發現主耶穌在
你身邊，是主在我身上為我做這項代誌，在危急的中間是主保護我，是主對困境中將
我導出來，是主互我在失敗中導我倒轉來到他的面前，是主，這是人最興奮的代誌。
主耶穌對學生說：
「來食早頓。」這是主所互咱的邀請，是漢呢親切、漢呢溫暖，充滿
主的疼。聖經在此說真清楚，耶穌代先為 in 準備 的火炭，有魚、有餅等候 in 來相及
享受早餐。我相信在這早起，這個早頓，是這些學生一世人無法度忘記的；我也相信
在這頓的早餐中學生沒人敢說話，因為 in 的心太感動，太溫暖了！復活的主，耶穌為
咱準備早頓，他是漢呢疼咱，閣邀請咱與他同坐桌來享受他的疼。兄弟姐妹！復活的
主帶來互你什麼？今仔日主發出這個邀請互你，他說「** 人啊！不免這呢無閒，不免
閣背重擔，來就近我，我欲讓你得安息，每一天早起時，我與你同坐桌，打開我的話
語，我會養飼你，當你對我的話得到養飼的時，你才會有真正的氣力，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喜樂。
在 15~19v，在此咱有看到主耶穌與彼得的對話，在此主對彼得有三個要求，這也
是今仔日主對咱的要求。咱來看 15v「已經吃早頓，耶穌給西門彼得講：「約翰的子西
門，你疼我卡贏諸個嗎？」應說：「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穌給伊講：「飼我的
羊仔子。」第二擺閣給他說：「約翰的子西門，你疼我嗎？」說：「主啊，是，你知我
疼你。」耶穌給他說：
「照顧我的羊。」第三擺給伊講：
「約翰的子西門，你疼我嗎？」
彼得因為伊第三擺給伊講：「你疼我嗎？」就憂悶，給他講：「主，你無所呣知，你知
我疼你。」耶穌給伊講：「飼我的羊仔。」兄弟姐妹，我不知你來教會(信主)多久了，
或許有人剛信主，有人 5 年、10 年，有人 20~30 年，或是生下來一世人都在教會裡面。
今仔日，主耶穌若問你說：
「**人啊！你疼我嗎？你疼我卡贏世界嗎？」你欲怎樣回答，
彼得因為主三擺問伊這個問題，就心憂悶，當主問你這個問題的時，你的心是不是也
會有憂悶？不敢來面對上帝？彼得在此連續對耶穌說：
「主啊，你知我疼你」
，
「主啊！
是，你知我疼你」；「主，你無所呣知，你知我疼你。」當耶穌受掠那一暝，耶穌給彼
得說：「我實在給你說，今暝雞猶未啼，你欲三擺呣認我。」彼得應說：「我就著及你
死，也決斷無呣認你。」彼得在此的回答是漢呢肯定，信心 100 分的回答，
「我就是要
及你死，也決斷無呣認你。」事實上彼得是不是做有到？在雞啼進前，彼得三次不認
主，信心降到 0 分，兄弟姐妹！真多時陣，咱與彼得相款在主面前給主說：
「主啊！我
的生命、家庭、事業是你生互我的，我疼你，總是咱是不是真正疼主？彼得在這愈應
愈無信心，致教主第三次問他的時，彼得心就憂悶！「你疼我嗎？」這是主對彼得的
第一個要求，也是對咱的要求。
在這段經文中，主耶穌連續對彼得說：
「飼我的羊仔子，照顧我的羊飼我的羊仔。」
這是主要求彼得做的工，在此羊仔子、羊、羊仔希臘文原文用不同字，意思就是無論
小隻羊仔子，大隻羊，所有的羊攏要養飼，攏要照顧，這是主對彼得的第二個要求，
也是主於今日對所有傳教者的一個要求。
第三個要求請咱看 18v「我實實你說，你少年的時，用帶自己縛，照所愛來行遊；
獨獨到老，你欲伸手，別人就縛你，拖你到呣愛去的所在。」已經講按呢，就給伊講：
「隨我！」所以跟隨主耶穌是主對彼得也是對咱的第三個要求。
兄弟姐妹，每人的信仰經歷都不一樣，我的人生真正就是 18v 所說的，少年的時
用帶自己縛，照自己所愛的來行，獨獨到今仔日，伸手互上帝縛，意思就是順服於上
帝，照上帝旨意來行，在 19v 最末，主對彼得說：
「隨我。」和合本翻作「你跟從我吧！」
但願咱每一位兄弟姐妹，在咱的人生都能夠聽到主對你說的這句話，與主保持更加親
密的關係，來聽主的聲，互主引導你的一生，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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