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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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定期長執會」於第一堂禮拜後 10:45 召開，請長執出席參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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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難週聚會時間，請大家參加 3 月 31 日(週二)晚上 7 點，德國手鐘團巡迴演
出（含受難曲目）。4 月 1 日(週三)20:00 培靈會，由蔡明禮牧師主禮，司會：
蔡文華長老，司琴：許允麗執事。4 月 2 日(週四)20:00 培靈會，由陳祐陞牧
師主禮，司會：卓孟佑長老，司琴：許允麗執事，當晚並恭守聖餐與主同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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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眼光讀經手冊 4~6 月份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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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楊忠憲兄、賴麗月姐及羅寶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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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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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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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00~11:20 將舉辦第一場先修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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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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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22)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十二:20~33。
2. 3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3/22

高雅智

卓啓煌/楊君舜

葉美玲/楊凱成

3/29

盧金梅

卓啓煌/楊君舜

廖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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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松年部舉辦春季靈修旅遊，時間：4 月 28 日(週二)~29 日(週三)東北部二日遊。
行程：第一天–千島湖、翡翠水庫、鱷魚島、觀賞保育溪魚、雪山隧道、夜
宿礁溪山泉溫泉飯店、泡湯（請帶泳衣、泳帽）。
第二天–教會靈修、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東北角海岸風景鼻頭角等。費用：
每人 3000 元，有意參加的兄姐請於 4 月 13 日前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六、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3 月 24 日(週二)上午 10:00 高嵩明老師主講：
「旅行中遇到的基督信仰故事」。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教社委員會舉辦「2015 年日本災後重建義工團–義工招募計劃」
，日期：
7 月 1 日~9 月 10 日止，共分五梯次，每梯次 15 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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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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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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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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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長執訓練會」，時間：本日 14:00~17:00，地點：
柳原教會，主題：「多元化的教會成長」。每人 200 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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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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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台中中會第二區教會訂四月 5 日(日)清晨 5:30 在文心路與大墩七街口，文
心森林公園溜冰場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並備有早餐，請兄姐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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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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子女的信仰傳承。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使這些兒童成為教會的祝福。
4. 為松年大學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共同學習。
5.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五~七月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八~十月門徒訓練）
＊本週金句＊

Kìⁿ-nā chiap-lp I ê, chiū-sī sìn I ê miâ ê lâng, I chiū siúⁿ-sù in ū koân, chiâⁿ-chòe
Siōng-tè ê kiáⁿ-jî。
見若接納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賞賜有權，成做上帝的子兒。
（約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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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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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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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3/29

陳祐陞

十字架上
主最後的聲音

路廿三:18~49

7

8、117B、
513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9

陳祐陞

十字架上
主最後的聲音

路廿三:18~4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1

蔡明禮

培靈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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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日

3/23(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5:19~23 5:24~29

3/24(二
二)

3/25(三
三)

3/26(四
四)

3/27(五
五)

3/28(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5:30~40

5:41~47

6:1~15

6:16~21

6:22~27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313 首 救主耶穌我立志
作曲／艾洛特 James William Elliott(1833-1915)
作詞／卜第 John Earnest Bode(1816-1874)
本詩作者卜第牧師是聖職人員兼教育家和詩人，出生於英國倫敦，就讀於伊
東。在牛津大學得到文學士及碩士學位，為該校著名的赫德福獎學金之第一位得
主。1843 年受封聖職後，歷任牛津及劍橋等名郡牧職數十年。1855 年應聘為牛津
大學有名之班東講座，是為一生之最高榮譽。講學期間曾編著出版聖歌及詩詞三
冊，但流傳至今的，僅此首『救主耶穌我立志』。
這是一首對青少年基督徒充滿挑戰的詩歌。原詩共有六節，今日適用的僅摘
四節。分別描述在屬靈屬世的鬪爭中，基督徒所將遭遇的誘惑與困擾。但在人世
的旅途中，救主若住我心裡，必可得勝，最終進入天庭。全詩中不斷對基督有極
熱切的仰望與親近的企求，並以『救主』、『良友』來表現個人和救主的直接關
係，毫無說教的意味，因此無論新、舊派者都樂於吟唱，而為普世教會所採用。
據說這首詩乃是作者卜第牧師特別為他的女兒和兩個兒子行堅信禮所撰寫
的。以此鼓勵他們堅心定志，跟從信靠耶穌基督；因此這首詩也特別適用於舉行
洗禮時吟唱。
本詩所配的曲調原是馬安博士的『Angel’s Story』曲調，單純易唱而且亦能表
現詩詞原意，不致因樂曲的繁雜華麗而喧賓奪主。但是台語聖詩所採用則是艾洛
特所做的『Day of Rest』曲調，與原調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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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跟隨耶穌的腳步】

太十:16~20、28~33

陳祐陞牧師 2015/3/15

今天我們從馬太 10 章繼續跟隨耶穌，咱看到他已經選召 12 個學生，這 12 個
人其中有幾位咱認得的名，有些咱不認他。今天我所要說的
一、”耶穌使平凡的人成為不平凡的人”，這 12 個學生中，其中有四個是捕魚
的，2000 年前在加利利海捕魚的船是如此小，常常在捕魚後還要在海邊曬網及
補網，都是很平凡的人，在學生中還有一個奮銳黨的西門，奮銳黨是當時主張武
力推翻羅馬政府的極端份子，還有一個咱也認識，在稅關抽稅的馬太，人稱他貪
官污吏；這些人耶穌呼召他們出來，訓練後賜權柄並差他們出去做工。在咱的心
內或許有很大的疑問？為什麼耶穌沒有選那些文士、法利賽人，因他們對律法、
經文很熟；為什麼沒選那些讀過羅馬大學畢業高學歷的人，來訓練卻是選那些
漢呢平凡的人，這是上帝在歷史的作為人不能了解，今仔日繼續是按呢！耶穌，
你為什麼選阮這些平凡的人？今仔日阮來坐在這，阮也沒比別人更好，耶穌為什
1 在第 8v”能力”，耶穌
麼選阮？耶穌在這有三項欲咱的，你若有筆可以劃起來，○
給那些學生說，恁出去傳福音見到人就告訴他們說”天國近了”，天國近了的意思
就是說上帝的管理臨在佇這個世界了，互恁能夠出去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使
痲瘋病得清淨，將鬼趕出去。耶穌基督要將能力賞賜給平凡的人，換句話說咱這
些平凡的人要因為跟隨耶穌基督，他的能力要通過咱流出去，這件事成為可能來
發生，2000 年來這件事繼續在發生。Maheishi chavda 是印度度前王族，他曾寫一
本書”愛能創造神蹟”，他的父親曾受派到非洲剛果做印度中學校長，他從小喜愛
讀書，追求印度教，但是所有宗教當人在找尋真理時，因為罪的問題沒解決，人
與神無法連通，因罪使人與上帝產生阻隔，雖然他勤勤追求，沒有所得。直到有
一日偶然機會一個女宣教師進入他家要求給一杯水，離開時送他一本聖經，對他
說「你在找的真理，在這本書裡面有。」他就開始讀聖經，看到耶穌基督竟然是
如此奇妙，整個心靈被那本聖經吸引，讀到半暝，但他內心有一個很大的掙扎，
一方面這豈不是我在找的神嗎？但是他知道他若從印度教改信基督教，一定會受
很大的逼迫，他不敢，他就將聖經合起來，說「耶穌啊，請你不要來攪擾我最好
不要讀你的書」
，當他把聖經合起來時不小心跌倒，頭撞到桌子，昏倒在地上，昏
睡中，耶穌帶他去到天堂，魂遊鋪金很美的天堂，耶穌拍他的肩頭說「我的小弟！
你在尋找真理，你就要來跟隨我」當他醒後，心靈充滿前未曾有的喜樂平安，開
始參加聚會，讀聖經、祈禱跟隨耶穌，因為上帝在人的中間開了一條路，差遣耶
穌基督進入來到世間互人的罪得到赦免，這條路會通。Maheishi 信主以後大大追
求，上帝也使用他，他後來再到美國先讀英國文學博士，在德州讀神學。他在書
中見證說「當他在美國讀書之時，有一日他哥哥寫信告訴他，他母親在倫敦得到
骨癌，他就想耶穌，祈求耶穌，竟然他在美國德州禱告，他的母親在倫敦的骨癌
得到醫治。耶穌基督給門徒的權柄與能力今日仍在世上運行，你我有可能因為跟
隨耶穌，來讓耶穌基督的能力，通過咱來流出去。耶穌基督說他欲將他的能力賜
給他所選召的人。
2 請你看 12~13v”平安”耶穌說
○
「凡若你所到的家庭，你欲帶平安到那個家，
假使那個家庭若會堪得，就互恁的平安到佇伊，若堪得，就互恁的平安歸佇恁。」
信耶穌，有耶穌生命的人，耶穌基督的平安在我們裡面要流到你所到的地方，這
有奇妙嗎？你到的所在不是說”你要行好”是說”我帶上帝的平安給你”。所以
你成為一個帶平安互人的人，那個平安是從叨落來，是上帝所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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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類。耶穌出世的時，天使所報的第一個消息，「佇極高的所在榮光歸佇上帝，
地上平安歸佇他所歡喜的人。」有一次一間教會執事做一個見證，他說他的總經
理是他所欣賞學習的對象，事業真成功，體格真好，英俊又有才能，有好的厝，
有好的車，有好的家庭，外文又好，這些都是這年青人追求的目標，但是沒打算，
有一次身體檢查竟檢查出癌症。在他生病時，公司的同仁為他生日開一個慶生會，
到佇他的厝之時看到他，他已經瘦到剩 40 多公斤，可說皮包骨，這個年青人的心
真痛苦，心中說”這個我看做模範的人，今天我所要追求的的理想豈是這樣嗎？這
個年青人所以他回到家後寫了一封信又寄一本聖經給他的老板，給他說”你要平安
嗎？你從來曾有真正的平安嗎？請你看聖經，”耶穌基督會將平安賜給你。”經過
四個月後，他的老板一天打電話給他，給他說”我接受了主啊”，當我極成功的時，
我未曾有真正的平安與真正的喜樂，所有成功的慾望親像火在我心中而已，直
到我讀這本聖經，我發覺到真理與活命，我接受耶穌，我有平安，謝謝你！兄弟
姐妹，設使你做一個基督徒，心內若沒平安，這表示在你生命中有什麼阻礙，以
致上帝的平安流不到你的裡面。
二、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咱也會遇到阻擋與綑迫，他說有一日你要因為信仰
讓人拖去審判，有一日你欲因為耶穌的名來被人怨恨，但是耶穌要幫助你到底，
請你看 22v，
「忍耐到底終必得救」
，在任何困難的中間，你必須記得耶穌說這句話。
耶穌是神的子，臨到世界來受最悽慘的待遇，死在十字架，咱跟隨他的人無論受
多大的痛苦，也不會高過他受的痛苦，耶穌 12 個門徒中除了猶大，約翰，以外的
10 個都是殉教而死，但是的死不是空空，是像一粒麥落佇地裡來結出許多果子，
雖然有困迫，有阻擋，但是忍耐到底，終必得救。28v 耶穌說「雖然信仰得要付代
價，但是會殺身體，不會殺靈魂，恁不必怕，唯有會滅靈魂及身軀佇地獄的，必
須怕。」耶穌使跟隨他的人真清楚，知道會用肉體及靈魂來判斷一切的價值，因
為肉體是暫時，靈魂是永遠，設使人必須為著信仰來死，但靈是永遠存在，因為
肉體是短暫的。那會殺身體不會殺靈魂的不必怕，唯會將身軀及靈魂滅在地獄的
才需怕。
三、主要求我們，要用最大的忠誠來獻給他，34~36 節耶穌在此所說這段話，
許多人不能了解，說「我來不是欲互地上和平，就是丟下刀劍，互子與他的老父
絕情，查某子與伊的老母，媳婦與伊的婆婆亦是按呢，人的對敵就是他自己家內
的人。」為什麼這樣說？耶穌來不是要來混亂家庭或混亂社會，有時我們讀聖經
要用全部思想來看這段經節，耶穌在此所要說的是什麼？他知道有人為著信耶
穌，家庭會起擾亂，有人要信，但是父母、家族不肯讓他信，所以在那有困迫臨
到，耶穌知道，但耶穌不是要來互世上混亂，他來是要使世上平安，假若上帝在
一個家庭先選召一個人來信主，其他的人不會了解，一直反對，他要怎樣？他要
站穩，因為上帝要從這個人來拯救全家，賜福全家。所以福音是從一人開始，到
全家，全家族。上帝拯救的計劃是為每一人，但上帝要求人用最高的愛，最大的
忠誠來獻互他，因為他堪得受最大的敬畏。
四、就是有報償，在 40~42v 雖然為著信仰會遇到這麼多的困難，必須付代價，
但是有報償。咱每一個人最後都必須站在上帝的審判台前來接受審判，就是你有
盡忠在你的召命嗎？上帝所交託你的，你有盡忠嗎？在那裡上帝要向那些盡忠的
人說「好又盡忠的奴僕，你可進入上帝所為你備辦的安息。」兄弟姐妹！在世界
短暫人生的中間，有一天都要過去，但是我們不是空空過去，我們要歡喜來讓上
帝恩典，通過咱來流到佇此個世界，咱欲經驗那個活活的耶穌基督的能力與權柄，
今日仍存在佇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再一次來看到主耶穌你是活活的
主。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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