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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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是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第一堂禮拜服事主人員由婦女團契擔任。
2. 本主日(3/6)10:50 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出席參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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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傳道師暨長執訓練會，時間：3 月 13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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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蕭仁維傳道報名。
5. 禮典組開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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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認捐表內，辦公室再依表通知
辦理，每次認捐金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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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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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3 月 1 日已經開學。課程內容：信仰與生活、美術、醫藥健康常識、日語、律動、
歌唱、自然生態、手工藝、日本飲食文化旅遊、書法。學費：每學期 1500 元。歡
迎兄姐加入這個快樂的學習營，讓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報名請向廖寶蓮長老、
盧金梅執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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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6)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哥林多後書 5
章 16~21 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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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高雅智

3/13

高雅智

胡翠峯/陳宥君

謝理明

盧金梅

劉雅玲

洪泰陽

胡翠峯/陳宥君

劉雅玲/潘哲雄

盧金梅

劉雅玲

洪泰陽

四、聖歌隊（隊長：張榮璋弟兄）
復活節將至，詩歌練習時間更動：
1. 每個禮拜六晚上 7:30~9:30。
2. 每個主日禮拜後留下來加班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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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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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2 月份第二主日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特邀許瑞源長老信仰分享，
邀請會員踴躍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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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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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電影欣賞分享會，時間：3 月 12 日(六)14:00~17:00，
地點：忠孝路長老教會新堂、1F 副堂（建成路 738 號），主題：「太陽的孩
子」–溫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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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南神學院於三月 11~12 日舉辦 2016 教會社區雙福工作研討會–給下一個
50 年的南神社工人「傳承與發展」
，本教會為贊助單位，特別受邀致詞，由
陳祐陞牧師代表本會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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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兄、黃清琦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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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東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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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Iâ-hô-hoa sī góa ê bo̍ k-chiá, góa bô khiàm-kheh. I hō͘ góa tó tī
chhiⁿ-chhùi ê chháu-po͘; Chhōa góa tī an-chēng ê chúi-piⁿ. (Si-phian 23:1~2)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無欠缺。伊互我倒佇青翠的草埔；導我佇安靜的水邊。
（詩篇 23:1~2）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3/12)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卓孟佑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克
洛維」。司琴：陳慧錦執事。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6(日)

3/7(一)

3/8(二)

3/9(三)

3/10(四)

3/11(五)

3/12(六)

經節

申 20-22 章

申 23-25 章

申 26-28 章

申 29-31 章

申 32-34 章

書 1-3 章

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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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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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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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李信仁

生命的優先
順

腓立比書
三:4~14

33

152
305
512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3

李信仁

真實與虛假

約約福音
十二:1~1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16

蕭仁維

沒有基督的
人生與上帝
的恩典

以弗所書
2:1-10

34

29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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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從話語得到力量】
詩 119:1~6、但 10:1~11:1
陳正雄牧師 2016/2/28
每位基督徒若是從小在教會主日學長大，回想童年時期聽主日學講述但以理
這卷書後，可能就會去唸這書中的內容作一番的探險。長大成人後卻很少去讀，
可能認為那是一些小孩子的故事。
若你有每天使用新眼光每日讀經作靈修，你在今年一月份開始讀到列王紀上
下卷到本月 25 日就讀完。北、南兩國的首都：北撒瑪利亞淪陷，南耶路撒冷也相
繼淪陷。然後就是被擄放逐到巴比倫，之後波斯人開始統治，古列王下令猶太人
返國開始重建聖殿。
在主前 175 年左右，亞歷山大死後帝國分裂為四。安提阿哥登上王位後，他
知道國勢衰微國庫空虛，列強危機四伏。為了團結人民振興國勢，充實國庫。一
方面以各種方式獲取財政資源，課重稅，且強奪國內各廟宇的財富，另一方面極
力推行希臘化政策，要其臣民學習希臘文化，崇拜希臘宗教的眾神。他的政策引
起猶太人極大的反感。當時的巴勒斯坦情勢緊張混亂。猶太人形成兩大黨派：保
守的虔誠派由大祭司烏尼亞三世所領導，他們堅守傳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另一
是開明的親皇派由多比雅所領導，他們接受希臘化政策是投機逢迎，唯利是圖之
輩。在主前 169 年安提阿哥掠奪耶路撒冷城，並劫走聖殿中的聖器，包括約櫃，
二年後，在耶路撒冷樹了巴力沙蒙的神像，這就是後來被供奉的奧林帕斯宙斯神。
他也嚴禁猶太人進行他們的宗教儀式，威脅要將違抗的人處死。猶太人被迫向異
邦神明獻祭；律法書被焚毀；割禮以及其他有關信仰的習俗都被禁止。在這段血
腥的迫害時期，對猶太人包括個人與國家都是危機。在猶太地莫典（Modin）村莊
的老祭司馬他提亞和他五個兒子，組織及反抗軍對抗政府。馬他提西在主前 166
年戰死後，三子猶大任大統帥：他勇猛善戰，人稱他為大鐵鎚（Maccabee，音譯
「馬加比」）。他所領導的馬加比革命，得到勝利。主前 164 年猶太人再次潔淨聖
殿，修築聖壇在十二月 25 日舉行獻殿式。（參約翰十 22）
但以理書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在那顯得毫無盼望的局勢中為百姓帶來希
望。為了避免被當權者看穿，但以理書的作者就將故事的情節，設在主前第六世
紀，囚禁猶太人民的那段時期。作者為自己取了「但以理」這個筆名。在以西結
十四 14：
「其中雖然有挪亞、但以理、約伯此三人， 只有會因為 的義來救家己
的生命若定。這是主耶和華講的。」另外廿八 3:「看啊，你比但以理卡有智慧，
無一項穩密的事對你隱密。就是古代的一位英雄以義行聞名的智者。作者希望他
的同胞在被打擊、鎮壓的靈性得到復興，這樣才能以信心和勇氣來面對遭受考驗
的時代。作者關心民族和同胞的苦難，因為這些苦難是異族暴君瘋狂的宗教迫害
所造成的。由於現實嚴重的迫害，使許多人喪失信仰的生命和生存的希望。作者
藉異象的默示來宣揚上帝是歷史的主宰，一切都在祂的控制下，忠誠的信徒應堅
持信仰，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
藉今天的經文來看看這位智者所給我們，如何啓示了上帝的權能：
1.禁食禱告（2~3 節）
但以理悲傷憂悶三個星期，就是禁食禱告三個星期，其目的為的是準備自己
接受上帝的啓示；他的禁食為的是探求上帝的啓示，好讓明日得到解決苦難和重
獲希望的來源。在以斯帖四章記載末底改求以斯帖幫助的經文：提到當時哈曼陰
謀滅猶太人時王后以斯帖吩咐人回覆末底改講：
「去召集在書珊所有的猶太人，為
著我禁食三日，日暝無食無飲：我和我的宮女也欲禁食，然後我欲無照例入去見
王，死就互伊死！」
（以斯帖四 16）
，
「悲傷」是禁食靈修的同義字（參馬太九 14~15）
此種苦行為的是要使自己謙卑、順服、來接受上主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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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使的顯現（八 15~16，十 5~14）
但以理看見這異象，正想了解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外貌親像人的款式站在我
面前。我又聽見烏萊河雙旁岸中間有人的聲中講：
「加百列啊，向他解釋他所看見
的異象。」（但八 15~16）。天使也對我說：「但以理呀，上帝非常疼你。站起來留
心聽我向你說的話；我是受差派到你這裡來的。」他說這話，我就站了起來，仍
在顫抖。（但十 11）這人不是人類而是有人形的天使，「看見有一個人穿著細麻紗
的衣服」
（十 5）
「他的身體像寶石發光，臉孔像閃電發亮；他的眼睛像火一樣閃爍，
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銅那麼光亮；他的聲音宏亮有如一大群人的呼喊。」（十 6）告
訴我們以色列有一位強有力的守護天使，他叫做米迦勒。（十 13，21），在暗示著
一個國家的命運操在天上而不是操在地上的人。就如聖歌隊所唱：我知一切計畫。
咱不可看著前途抑是頭前之路，卻咱踮佇天父有平安，
因為祂今為咱安排美好人生，將上好者賞賜咱。
因為我知一切安排，恁若信靠我，我欲賞賜恁一生得著祝福萬項，有前途及盼望。
無論佇恁目睭所見，攏免驚惶，恁可信靠我。
我是恁之天父上帝，我真愛恁，雖然有對敵欲攻擊恁，佇我保護可閃避，
我做恁之要塞，恁逃閃之所在，著來及我同行，相同行。
因為我知一切安排，恁若信靠我，我欲賞賜恁一生得著祝福萬項，有前途及盼望。
著出大聲快樂唱歌：恁是萬王之王的子兒，
我是主，創造及救贖之主，我真疼恁，
我是主，恁是子兒，我真疼恁，我疼恁，真疼恁。
3.從話語得到力量（17~21）
「我主啊，這異象使我軟弱無力，不斷地發抖。我像一個奴隸站在主人面前；
我怎能跟你說話呢？我已經沒有力量，沒有氣息了。」
（17 節）天使扶他，使他恢
復了力氣。他說：「不要害怕！上帝非常疼你。你平安無事；要堅強。」（18~19
節）天使鼓勵但以理，使他覺得更有力了，所以但以理就求上帝說：
「我主啊，你
使我的氣力恢復了；請將你要說的話告訴我吧！（19 節 b）
咱若用新眼光讀經手冊中的「每日新眼光」作個人的靈修，你會看到作者告
訴我們列王紀下 23~25 章的猶大國，在背離上帝的惡王執政下，把國家帶向亡國
和被擄的命運：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只是咱常常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
感謝上帝的恩典，從但以理求上帝使他的氣力恢復：咱也求上帝在 69 年前的
228 事件中所發生失去的氣力得到恢復，在 2014 年引發「太陽花學運」的 30 秒草
率通過的黑箱「服貿協議」，又在 2015 年引發高中生和教師走上街頭抗議的「課
綱微調」事件…等。使咱台灣的百姓再一次恢復氣力，看清咱自己的身份。脫離
奴隸意識，勇地用選票選出新總統和新國會。更讓咱認識掌管歷史的上帝。當咱
講出「上帝」
，不是隨便說說而已，是用行動，讓人對「上帝」有明確的概念：你
我咱一起為台灣的興旺祈禱，更重要的是能夠為已經選出來的總統祈禱，同時為
新國會的民意代表祈禱。使新的國家領導人能有彌迦先知所得到上帝的要求：
「行
公義、心存憐憫、謙卑及你的上帝相及行」
（彌迦六 8）
。讓上帝帶領台灣走向公義、
民主、和平與富強之路。就如聖詩 428 首的歌詞作為咱為咱的國家祈禱的禱文。
懇救上帝幫助，使阮本國平安，脫離災難，常常穩當自在，
免受對敵陷害，施恩保護通國來賜大福。
各位安然無亂，大家順服甘願，無起背叛，願主道理通行，
直到本國各境，不論海口內地都歸上帝。
懇求至尊上帝，照顧本國萬世，國運無替，懇求聖神行權，
感化文武官員，都趁真理來行治國平安。
懇求上帝降旨，緊將罪惡滅去，不再生起，懇求耶穌做主，
將惡風俗掃除，治理本國百姓永遠無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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