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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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3/3)是婦女事工主日，第一堂禮拜由許嘉珍牧師主理，並由婦女團契的
姐妹參與服事。
2. 下週主日(3/3)第一堂禮拜後召開任職會，請長執、機構首長同工出席參會。
3. 黃文吉弟兄（金鈺執事的父親）於 2 月 13 日凌晨蒙主恩召，享年 94 歲。訂 2 月
28 日(四)09:00 於台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東海館懷念廳舉行入殮、告別禮拜，火化
後安放於台中市十字園埔里園區，請兄姐為遺族代禱。
4. 本會曾萱筠姐妹父親–曾財成兄於 13 日上午蒙主恩召，請為遺族代禱。
5.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3 月 9 日(六)上午 10:00 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室召
開第 11 屆管委會第 8 次會議，敬邀管委會同工、牧師顧問、董事長撥空蒞臨參加。
6. 本年度清明追思感恩禮拜定於 4 月 4 日(四)上午 10:00 於埔里園區歐式教堂舉行，
並於柳原教會準備交通車，請洽辦公室及繳交 100 元報名費。
7. 本年度新春稱謝禮拜拍攝的相片，有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索取電子檔。
8. 今年度管風琴大維修時間訂 3 月 4 日(一)~3 月 17 日(日)，期間大禮拜堂、管風琴
暫停使用(主日崇拜場地不變)。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2/24)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哥林多前書 15 章 35~38
節，42~50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歡迎大家加入事奉。
2.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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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姐妹踴躍參加 3 月 2 日(六)14:00「世界公禱日」禮拜，地點：平和教會(北區北
平路二段 139 巷 7 號)
四、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將於今天(2/24)下午 1:00，假 2 樓 A 教室聚會，由張榮璋執事分享他的專
業：芳療！歡迎參加。
五、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8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3 月 5 日上午 9:30 舉行開學典禮，主禮 : 陳祐陞
牧師。新學期上課時間：3 月 5 日~6 月 19 日 (共 16 週)，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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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七、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行二二八事件 72 週年活動，時間：2 月 28 日(四)下午 2:28，
地點：台中公園更樓前（北區雙十路一段 65 號更樓前）。
2. 2019 年「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時間：3 月 9 日(六)09:00~12:20，地點：
大里教會(大里區上田街 116 號)。
3.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教會推動的事工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陳增隆兄、許榮祥執事。
4. 為黃文吉兄、曾財成兄的遺族代禱。
＊本週金句＊
(台語) Iâ-so͘ thiaⁿ-kìⁿ, chiū kā in kóng, Ióng-kiāⁿ ê bô khiàm i-seng, nā-sī phòa-pīⁿ ê chiū
tio̍h; góa lâi m̄ sī beh chio gī lâng, sī beh chio pháiⁿ lâng.（Má-Khó 2:17）
(台語) 耶穌聽見，就給講：「勇健的無欠醫生，若是破病的就著。我來呣是欲招
義人，是欲招歹人。」(馬可 2:17)
(華語)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
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馬可 2:17)
＊下週金句＊
詩篇十六:11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2/24(日)
尼 7-8 章

2/25(一)
尼9章

2/26(二)
尼 10-11 章

2/27(三)
尼 12 章

2/28(四)
尼 13 章

3/1(五)
西1章

3/2(六)
西2章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3/2)早禱會由洪添裕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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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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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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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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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許嘉珍

平凡中的不平
凡—馬利亞

路加福音一
26-38；46-47

10

18
150
387

使徒信經

3/3

耿明德

士師記五:1~9

-

-

同上

3/6

陳正雄

歷代志上
廿九:10~19

8

414、119、387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努力要完成的
任務
從上帝得的
獻給上帝

＊上週講道＊
【讓我們一起來讀聖經】

提後三:15~17

陳正雄牧師 2019/2/17

在十六世紀以前就是宗教改革以前，聖經差不多很少給一般信徒閱讀。也就是在
此個時陣以前，若有人想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讀聖經或翻譯聖經，實在是沒可能的代誌，
若是被當時的羅馬教會發現了，就會被判處死刑。因為當時的教會把閱讀聖經和解釋
的權利和責任都放在神職人員的身上。當然一般的信徒就不可能體會到上帝的話語就
是「我腳前的燈，做我路上的光。」
所以，宗教改革可以說是對上帝的話語有一擺發現聖經會互你有智慧，對信基督
耶穌來得著救的。特別在咱長老教會的創設者：約翰．加爾文閣卡是用心來講解聖經
而且以聖經的教示和制度組織，教會製定教會的行政法規。所以長老教會的傳統比任
何其他教派閣卡注重聖經的解釋，同時也遵照聖經來造就信徒的靈命。咱若讀加爾文
的聖經註解，知道他費了很多心血來闡明聖經的真理，因為他知道聖經若無正確地解
釋閣講解出來，咱就無法度正確去領受上帝的福音，也無法度去知上帝今仔日所要對
咱說的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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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攏在使用新眼光手冊作靈修、查經，咱也知新眼光讀經運動是亞洲基督教協
會（CCA）所發起的一個讀經運動。咱的總會有接納這個讀經運動，成為總會性宣教
運動的一個主要項目，除了與普世教會步調一致以外，也對教會在第三世界宣教有重
要的啓發和貢獻。通使咱用信仰活出見證的宣教運動。同時也在給咱講，用新眼光來
讀經，確保聖經成作上帝的話會及教會在社會、百姓的經驗相結合。彼的目標有兩項：
1.聖經不若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又閣是上帝活活在今仔日的社會中宣告的信息。2.聖經
的信息是上帝為釋放祂受苦的百姓所宣告出來的。就是社會存在許多苦難的百姓所宣
告出來的。就是社會存在許多苦難及不公義的現象，真需要教會及信徒用新眼光讀經
來發現上帝在這中間所要宣告的話語及所要施行的拯救作為。只有咱對這些受苦的角
度來讀經，教會才明白要怎樣獻身及上帝同工。同時閣卡積極參與啓造上帝國在台灣
的宣教目標。
1.要謙卑地讀聖經
在新眼光讀經運動的簡介提到：讀經不是一種簡單的代誌，如何適當解釋聖經經
文，因不同的神學教育，不同的教派、傳統致到聖經的信息解釋不同。咱讀聖經並不
是攏無偏見，會直接或間接受到不同解釋聖經的影響，所不同解釋的結果致到對世界
的態度的差別。
有大學外文系的學生要讀英文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KJV 英皇詹姆士本）就是
以讀英文文學的角度來讀。也有人把聖經看作精神修養（如慈濟靜修其中有不少從聖
經中引用出來。在聖經中的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他們誇耀自己的義來審判別人，在
上帝面前驕傲致教離開上帝的救恩，親像在路加十八 9~14 所記載，法利賽人和稅吏的
禱告比喻中，耶穌說：
「我給恁講，此個人（指稅吏）倒去伊的厝得著稱做義贏過彼個
人（法利賽人）：因為見若自高的，欲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欲高升伊。
2.要不停地讀聖經（恆心）
今早的啓應文是從詩篇一一九篇所編，而且是台語新譯本的用語。
1 節 行為無通指責，生活遵行上主律法的人，此款人真有福氣！
2 節 聽趁上主的教示，全心尋求伊的人，此款人真有福氣！
9 節 少年人著按怎互生活純潔？著遵行你的話！
10 節 上主啊，我欲全心尋求你；求你互我無偏離你的誡命。
11 節 我將你的話囥佇心內，才免犯罪得罪你。
18 節 求你開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20 節 我的心悲傷到欲碎去；求祢照祢的應允互我回復元氣。
71 節 我受管教對我有利益，互我通學習你的規例。
92 節 我若呣是意愛你的律法，早就佇我的苦難中滅亡。
105 節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130 節 你的話一下解說就發出光，連戇直的人嘛會了解。
使徒保羅在林前三:1~3 說：1v 兄弟啊，我前及恁講話， 會掠恁做屬神的人，是
做屬肉體的人，踮在基督是做嬰仔的。2v 我曾用奶飼恁，無用米糧。因為恁前 堪得，
到今猶 會。3v 是恁猶趁肉體，恁中間既然有怨妒、相爭，豈呣是趁肉體，照人的的
款來行嗎？在此保羅在告訴我們分別屬肉體或是成熟的信仰生活，就在提摩太前書
五:23，保羅向提摩太建議。莫得閣干單飲水，著用淡薄酒，因為你的脾胃及你的厚破
病的緣故。有人解釋保羅鼓勵提摩太喝酒的藉口，其實是一種真幼茈的見解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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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以弗所五:15 所以著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樣，呣通親像無智識的，著親像有智
識的。18v 也莫得酒醉，會致到放肆；是著互聖神充滿。
記得在 1979~1980 我在彰基修教牧關懷（CPE）時，曾在精神科有半年的見習。
其中最深刻的是酒醉和聖神充滿的分別。所以咱需要從恆心來讀經才能明白聖經對你
我在講什麼！
3.有聖神的感動，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讀經，也就是順服的心來讀經。
早期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AD）在第五世紀的時期。他有位虔誠忠實的母
親蒙妮卡（Monica）她在主面前等候了三十二年，終於看到她兒子信了基督，他的懺
悔錄（Contessions）曾寫出這樣的話：自言自語說早上的時間已經給了學生，為何下
午不去做屬靈的代誌？按呢哪有時間及大人物會談？若死亡忽然臨到，在審判台前發
現自猶未準備好熱欲怎樣辦？到最後只有是死路一條。總是我的靈魂 致到按呢！在
基督教的真理中找無到靈魂會及身體同死的證據，按呢為什麼無將自己完全獻互上
帝？一目 久歸十年就過去，表面上在追求真理，實際上並無平安，為什麼那麼多謙
卑的人在信仰中真快就找到平安。總是我滿腹哲學，卻一年過一年攏停留在黑暗及僥
疑中？問題在於那種餒志失望的意志，倒退到靜靜的花園，在痛苦啼哭中跪佇無花果
樹下，此時若親像聽著一個聲，提起來讀，就將帶在身邊保羅的書信（羅馬十三:1~14）
「按呢生知此個時候就是恁已經睏醒的時；因為咱得著救，比起頭信的時卡近。12v
暝欲過，日時近啦；所以咱著 退去黑暗的所行，來穿光明的戰甲。13v 所行著端正，
親像佇日時，莫得放縱酒醉，莫得好色邪淫，莫得相爭怨妒，14v 著穿主耶穌基督，
莫得為著肉體圖謀，致到趁私欲。」這豈不是聖神感動！咱通過第五世紀的教父奧古
斯丁親身體驗聖神的感動，親像耶穌謙卑順服的心來讀聖經，不斷將上帝的話囥佇心
內，也開咱的目睭看出上主律法的奇妙，使聖經的話語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
光，帶領咱行在光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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