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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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為「台南神學院紀念主日」，院方派李信仁傳道師來本會請安、報告，
請為台南神學院關心、代禱與奉獻，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彰化教會，蕭仁維
傳道前往彰山教會，求主保守他們一路平安。
2. 3 月 27 日(復活節)舉行洗禮，欲參加成人洗禮、小兒洗禮、堅信禮的兄姐，
請向陳祐陞牧師或小會書記謝理明長老報名。並於 3 月 25 日(五)晚上 7:30 接
受信仰造就課程。
3. 本會卓東源弟兄佇 5 日上午蒙主恩召，享年 70 歲，已於昨日舉行告別禮拜，
求主安慰遺族，也盼望大家關心他們的信仰生活。
4. 本會黃清琦弟兄佇 7 日晚上蒙主恩召，享年 80 歲，訂 19 日(六)上午 8:30 於
自家舉行入木、告別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5. 今年受難週教會有二場培靈會，23 日(三)晚上 8 日時佇古蹟禮拜堂由陳祐陞
牧師主理，24 日(四)晚上 8 時與中會二區教會聯合舉行培靈、聖餐禮拜，邀
請黃伯和牧師主理，請兄姐踴躍參加，再一次思念主耶穌為咱們的犧牲與愛。
6. 本會三福團隊將於五月 7~14 日前往緬甸短宣，關心緬北東枝恩典堂教會及東
尼學生中心事工，這是咱教會設立 118 年來第一次派出國外宣教團隊，也盼
望兄姐為此事工經費奉獻（約需 15 萬元）。
7.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傳道師暨長執訓練會，時間：今天下午 14:00~20:00，
地點：彰化基督教醫院梅鑒霧禮拜堂（彰化市南校街 135 號）
，講員：羅勇士
牧師。內容：牧會倫理：牧師、傳道與長執的教會牧養–(1)今日長老教會與
昔日長老教會的落差。(2)台語教會與華語教會的落差。請向陳玉鳳執事報名。
8. 台中市十字園訂 4 月 2 日(六)上午 10 點於埔里園區舉行清明追思禮拜，當日
備有大巴士(08:30 柳原教會出發)每位 100 元(含保險，繳費為準恕不退費)，額
滿為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3 月 20 日截止。並於 4 月 2~5 日上午 9 點~
下午 5 點開放，供家屬追思緬甸親人。
9. 台中市十字園禮拜堂急需一部中古鋼琴，各位兄姐若有意願，懇請提供奉獻。
10. 感謝香港基督教會活石堂劉慧欣姐妹奉獻攜帶式聖餐具一組。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
，時間：4 月 2 日(六)09:30~14:30，
地點：柳原教會，費用：100 元，請向卓啓煌長老報名，3 月 21 日截止。
2. 本日(3/13)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3.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3/13

高雅智
洪泰陽

胡翠峯/陳宥君
張榮璋/陳皓衽

劉雅玲/潘哲雄
余燕儒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洪泰陽
洪泰陽

3/20

二、歷史資料組（組長：劉惠芳執事）
新春稱謝禮拜家族照片已加洗完成，請有加洗的會友至辨公室向青美幹事領
取並繳費(請自備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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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感謝主的帶領及兄姐的代禱、支持，松年大學已順利開課。3 月 15 日(二)
草屯療養院黃裕達主任主講：
「壓力好 fun 鬆」，歡迎兄姐前來聆聽。
2. 感謝林國川長老協助安排彰基講師來上醫藥健康常識；感謝何鈺潔姐妹幫
忙設計招生簡章。
四、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新年度即日起招生，男女、年齡不拘，上課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費用：每堂課 100 元，欲報名者請洽團長謝理明長老。
五、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3 月 19 日(六)下午 3 點舉行週年感恩發表會，地點：大禮拜堂。邀請兄姐前
來一同參加。
六、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3/13)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特邀許瑞源長老信仰分享，
邀請會員踴躍參加。
2. 「松年部聯誼大會」
，時間：4 月 22 日(五)08:30~14:00，地點：嘉義市滿福
樓餐廳，費用：每人 800 元，請向徐澄榮執事報名。
3.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度會員春季靈修旅遊請會員踴躍參加。
(1)時間：2016 年 5 月 17 日(二）~18 日(三）
(2)行程：北海岸二日遊。第一天：5 月 17 日(二）各地集合出發→泰安服務
區會合→龍潭崑崙養生莊園~專人導覽→11:30 園區內餐廳午餐→十三行博
物館→八里渡船頭~搭渡輪橫渡淡水河→淡水老街→淡水亞太大飯店晚餐
→夜宿淡水亞太大飯店~20:00 靈修。第二天：5 月 18 日(三）07:00 晨喚活
力早餐 08:10 出發→沿途欣賞~北海岸風光→富貴角燈塔~台灣最北點→石
門洞→12:20 午餐→野柳海洋世界~觀賞精彩的海豚、海獅表演、國際級高
空跳水演出→晚餐→溫暖的家。(3)費用：含車資、門票、膳宿(二人房）保
險等。不分年齡每人 3000 元。(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報名請向徐澄榮
執事報名。報名時間至 5 月 2 日截止。
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任寶珍（允麗執事母親）、歐王雪雲、黃雅足、陳敏卿、林維信、
白崇喜、卓榮造、呂曼玲、鄭純珠、劉東一、劉淑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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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
加團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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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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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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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3 月 26 日(六)09:00 舉行第 26 屆春季聯誼會，地點：
柳原教會。請向辦公室報名，3 月 14 日截止。
2. 艋舺教會訂 3 月 13 日(日)下午三時三十分舉行魏健祥牧師就任第九任主任
牧師授職感恩禮拜暨設教 140 週年慶典。
3. 西屯教會訂 3 月 20 日(日)下午 3 時借用蒙恩教會舉行張仁和牧師就任第七
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新總統及新國會代禱，求主幫助他們能帶領台灣突破政治、經濟、外交上
各種困境及兩岸關係迎向更光明的未來。
2. 為台南地震傷亡家屬代禱求神安慰并加添力量，並為重建工程代禱。
3. 請為松年大學新學期的招生代禱。
4. 為今年度教會各項事工代禱，求主互咱質、量攏加添。
5. 在此次流行性感冒中，求主保守咱大小攏有健康身體。
6. 為卓東源兄、黃清琦兄的遺族代禱。
7.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
許湯秀長老娘、梁祈錫執事、潘陳敏姐、林尹晨小朋友、歐王雪雲姐。
＊本週金句＊

Iâ-hô-hoa sī góa ê khùi-la̍ t, ia̍ h sī góa ê tîn-pâi. Góa ê sim óa-khò I, góa
chiū tit-tio̍ h pang-chān. (Si-phian 28:7a)
耶和華是我的氣力，亦是我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著幫助。
（詩篇 28:7a）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3/19)因參加黃清琦弟兄告別禮拜，暫停一次。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13(日)

3/14(一)

3/15(二)

3/16(三)

3/17(四)

3/18(五)

3/19(六)

經節

書 7-9 章

書 10-12 章

書 13-15 章

書 16-18 章

書 19-21 章

書 22-24 章

士 1-4 章

＊週間聚會＊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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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7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5 人

三

20:00~21 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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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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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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陳祐陞

都歸佇他身
上

賽53:7~12

9

8
117B
511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0

陳祐陞

都歸佇他身
上

賽53:7~12

-

-

同上

週間
培靈禮拜

3/23

陳祐陞

為主打破

太26:6~13、
26~30

23

483、
338、511

同上

週間培靈
聖餐禮拜

3/24

黃伯和

耶穌的選擇

路加福音
4:1~21

33

116、
104、511

-

＊上週講道＊
【除了耶穌，並無拯救】
徒四:8~12、徒五:20~32
陳祐陞牧師 2016/3/6
今早上咱欲來思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咱都希望教會是宣教的教會，咱攏知，
福音是漢呢好，總是咱傳福音是欲傳什麼？什麼是福音的內容？在幾年前美國德
州教會發起一個運動叫做”I found it”我找到了，在胸前掛一個名牌，上面寫著「我
找到了」
，人就問你”到底你找到什麼？”你就有機會向人介紹福音。今早上咱欲對
使徒行傳來看初代教會信徒所在介紹福音的內容，他們所傳的是什麼？在使徒行
傳一章 11v 所介紹的耶穌是一個復活的耶穌，升天的耶穌，欲閣來的耶穌”。這個
耶穌是救主，他為著人的罪受釘死，不過伊有復活，從死復活，那個復活代表他
是一個神，沒互死給他拘束，他不止在門徒面前升天，閣有天使在遐宣告說”有一
日伊欲閣來”。這是初代教會信徒的見證，也是他們親眼所看見的，耶穌基督本身
即是整個福音的內容。
到佇使徒行傳二章 14v 五旬節門徒互聖靈充滿時，彼得第一次的傳講福音，
他所見證福音的內容在二:24：彼得說”那個耶穌恁將他釘死，總是上帝解放那個死
的苦痛，互伊復活，是伊 boe 會互死所綑縛”。然後在 32v”此個耶穌，上帝已經互
伊復活，阮這些攏做伊作干證”，36v”按呢，恁確實著知，恁所釘在十字架的耶穌，
上帝已經設立他做主，做基督”。所以整個福音的內容，即是介紹耶穌基督是什麼
人。今仔日咱欲報人來聽福音，通常攏給人說”來教會啦！來教會啦！”干單會曉
說來教會，續落去說啥？今天咱需要再一次來思考，咱對福音使命的負擔，是不
是主要內容咱沒說到，致教人根基沒站穩，他所信的不是真正認識耶穌，所以初
代信徒在遐一直強調這位耶穌，恁給伊釘死，總是伊有復活，今天伊是主，是基
督，是人生命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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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閣看第三章耶穌基督是什麼人？福音的內容是什麼？13v~16v”當彼得、約
翰醫治那位軟腳的人，彼得在眾人面前說，”咱列祖的上帝已經榮耀了他的奴僕耶
穌。”14v”恁棄絕了那個聖潔公義的，反登求解放一個兇手互恁，恁殺了那個活命
的主，上帝互伊對死復活，阮為這些做見證，阮因為信他的名，伊的名互恁所看
見所認識的人勇健，是伊所賜的信心，互他完全好佇恁眾人的面前。”福音的內容
耶穌基督是什麼人？他是聖潔公義的，他是活命的主。我找到了！找到什麼？找
到一位活命的主，這個活命的主會當改變我的生命，互我原本受定罪會滅亡，無
盼望的，因為耶穌基督轉為受赦免，與上帝和好，閣有盼望，這位耶穌基督我不
止找到，我閣有經驗他在我生命中的功效，所以我真歡喜來傳互你。兄弟姐妹！
什麼會互你再一次興奮起來，來對人介紹福音？因為福音果然在你裡面產生功
效，福音不是一個停留在你頭殼底，或是只有在過去經歷而已，今天這個耶穌已
經復活，這個活命的主在我的裡面。
當時的官府看到這些門徒互這個跛腳的再起來走，看到這些沒學問的小民這
麼好膽來傳福音，很不甘願，所以將他們掠起來，命令他們，”不許再傳，也不許
說耶穌這個名，這個耶穌是互人釘十字架的，是見笑的，是不好的。”門徒說什麼？”
阮所看見的，阮所聽見的，不可以沒做見證，因為耶穌基督確實從死有復活，阮
有遇到，有看到，他是真實的，今天阮奉他的名做工，也發生真正的功效。”耶穌
基督他不只是一個活命的主，他也是唯一的救主，請咱看四:11~12，彼得在此說
「他就是恁師傅所 m-tih 的石，已經成為厝角的頭。閣佇別個，並無拯救；因為在
天下，無賞賜別個名佇人的中間，互咱踮佇伊來得救」。這是彼得的信仰告白”除
了耶穌，並無拯救”。
有一個作家 Blet Easten Health 寫一本”Less than Zero”比零卡更低，他說在加
州 L.A.有很多的豪宅，都是住一些影星、藝術家。這本書說到這些成功藝人家中
子弟的情形，說當這些父母因為事業，影藝界很忙，常常在外面，很少機會與他
們的子女接觸，所以只有是用錢供應他們的子兒，在這些子女心中有一個共同的
呼聲，
「什麼人真正關心阮？啥人真正疼阮？啥人真正知影阮心中的掙扎，導阮來
抵擋這種青少年時期的誘惑。沒人！」所以這個作家在此形容這款的生命是比零
更低的生命，是負債的生命。兄弟姐妹，當咱抬頭看咱周圍的時，實在咱也有看
著許多這種的光景，生命枯焦、喪鄉、貧乏，需要讓這位生命的主進入。耶穌基
督唯一的拯救，進入人的生命，會互這款比零更卡低，欠缺、負債的生命成為豐
盛的生命，有這麼大的不相同，咱為什麼會當不去報人知，互人脫出黑暗，貧困
無盼望的中間，這即是我今天第一個主題，「除了耶穌並無拯救」。
二、向人介紹復活的主，互復活的主進入他們生命中間。在世間有二種的疼，
一種是人的疼，第二種是對上帝來的疼。第一種的疼咱攏很愛，要人疼咱，要人
對咱好，要人肯定咱，有時咱期待卻是互咱失望，總是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所欲互
咱的疼是無條件的愛。人的確著回轉來領受這位復活的主所欲互咱的疼，是一種
無條件的疼。咱來看耶穌復活與學生交談所說的話，耶穌復活向學生顯現所說的
第一句話”願恁平安”，耶穌給他們說”恁接受聖神，當聖神降臨在恁身上，恁就欲
得到能力”，意思即是聖神在恁裡面欲成為生命的動力。然後耶穌又在提比哩亞海
邊顯現，在遐閣一次回復彼得已失落的自信。耶穌三次問彼得說”彼得！你疼我
嗎？”飼我的羊仔”，耶穌在遐是欲給彼得說”彼得！你還會當疼我，你不可灰心，
不可失志在你三次不認我的失敗中，今日我已經復活，我沒責備你，只有要求你
我回復生命的關係，是疼用這款無條件的疼去疼我的羊仔”。求主幫助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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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咱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別是當長執的，也聽到主對你說”某某人，你疼我嗎？飼
我的羊仔。”求主的疼再一次復到來燒在咱的內底，互咱欲向人傳福音，因為咱是
有經驗復活的疼在咱內底，咱會當對人說”阮有遇到復活的主，他會當在咱生命中
產生功效”。
兄弟姐妹！為什麼咱要去傳？因為你有經驗到復活的主，因為復活的主的疼
有摸到你的心。人最大的福氣就是你有一個確信，有一日我離開世間的時，我欲
回到上帝的家，漢呢大的確信咱為什麼會當沒去傳？沒去報人知！我盼望你今天
回去當你在靈修禱告的時，你準備一張紙，至少寫一個你關心，尚未信主的人的
名，為他們祈禱，將這張紙夾在你的聖經，給主說”主啊！這個人我欲導伊信主，
求你恩待他，會當真正認識你。每次讀經靈修時看到這張紙就為他們提名祈禱。
代先設定目標，接著為他們祈禱，又將耶穌基督的福音介紹互他們，然後你欲看
見聖神所做奇妙的代誌發生在他們身上。
三、咱要解放福音的大能。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欲解放在人的中間，欲拯救所
有相信的人。今天咱許多人太過軟弱，不敢傳，以致上帝的大能行使不出來。在
921 地震中南投中寮鄉是受災最嚴重的所在，厝倒最多也死很多人，經過災難看到
許多親人死亡，人心中驚惶，暗時不敢睡，躺下又無法入睡，有民間宗教去那收
驚，很多人排隊。在這次地震中教會團體反應也很快，很多牧師、信徒也進入災
區也有替人收驚，基督教的收驚是吟詩、讀聖經，用上帝的話來替人祈禱，鼓勵
人互人得到安慰，心中閣有平安。有一位乩童在地震中腳被壓到腫起來，不止受
傷晚上驚惶不能睏，當牧師信徒到佇遐幫助的時，他們就好擔奉耶穌的名來替這
個乩童祈禱，互這個乩請經驗到復活的主，也看到奉耶穌的名所帶來的能力，他
腳的腫很快就消去，不止如此，那天晚上頭一次一覺到天亮。他就對另外一個也
是乩童的朋友說”咱在作法攏是騙人的，他們在傳的才是真的，我一被祈禱果然有
效呢！牧師不免跳，也免叫，我就攏好去。咱在給人收驚，收到自己晚上驚到睡
不著。你也要讓他們來為你祈禱”，所以就介紹這個人來互這些牧師、信徒祈禱，
結果也有效，不止是好睏，閣有一種說不出來不曾經驗過的平安臨到他們心中，
所以二個”乩童”後來都受洗都信主，這叫做經驗復活的大能。
今日復活的大能在你、我的內面，總是真多時陣咱不敢傳出去，不敢奉主的
名宣告勝利，不敢導人來信主！兄弟姐妹咱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憐憫咱，給主說”主
啊！今仔日你活在阮中間，為什麼我做基督徒活到漢呢喪鄉，活到攏沒能力，求
主幫助我，互我有你復活的大能在我裡面，敢奉你的名替人祈禱，宣揚你的名，
為耶穌基督來興奮”。不可做一個猶在睏的基督徒，有眼睛看不到，有耳孔聽不見
的基督徒。
兄弟姐妹，你願意嗎？你願意看到聖神的能力在咱柳原教會運作嗎？你願意
互聖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運行嗎？求聖神開咱的眼睛，勇敢接受，脫離一切撒
但的綑綁，當咱謙卑順服的時，你的確欲看到這個能力通過你行使出來。同心來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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