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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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4/14)是棕樹主日，禮拜中由幕聲合唱團獻唱，請大家預備心參加。
棕樹主日是主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本週進入受難週，請大家盡量
避開喜慶宴席，每日依照受難週經文研讀，感受主耶穌受難的氣氛。
日期
4 月 14 日(日)
4 月 15 日(一)
4 月 16 日(二)
4 月 17 日(三)
4 月 18 日(四)
4 月 19 日(五)
4 月 20 日(六)

約翰福音
十二:12~16
十二:1~11
十二:20~36
十三:21~32
十三:1~17、31b~35
十八:1~19、42
十九:38~42

馬太福音
廿一:1~17
廿一:18~廿二:32
廿四:1~廿六:13
廿六:14~16
廿六:17~75
廿七:1~6
廿七:62~66

2. ★今年復活節(4/21)主日禮拜中有洗禮聖禮典，請要參加洗禮者到辦公室填寫報名
表（報名者需於 4 月 20 日 14:00 參加信仰造就班）
。當日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
時間：9 點 30 分。
3. ★4 月 17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18 日(四)晚上 8 時舉行受難週聖餐禮拜，請兄姐
參加，思念主的愛。
4. ★2018 年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5. ★由臺灣老店男聲合唱團&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舉辦「老少齊聲，唱
出主悅音」音樂會，時間：4 月 28 日(日)15:00，地點：柳原教會。
6. ★今年 4~6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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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理明長老）
本日(4/14)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今日(4/14)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主理：鄭純珠執事。4 月份壽星：劉壹汝、
江旭德、王雅紅。
2.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宜蘭 2 日靈修旅遊的兄姐、請於 4 月 23 日早上 6 點
20 分集合於教會前、6 點 30 分準時出發。請記得帶身份證、健保卡正本、常用
的藥品、SPA 泡湯用的泳衣泳帽。4/23 早餐請自理、祝旅途愉快！
3. 五月份例會(5/12)因母親節暫停一次，慶生會延至六月舉行。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婦女團契&頌聲合唱團–靈修之旅，4 月 27 日(六)早上 07:50 集合，08:00 準時
出發，預計 17:30 到柳原教會。行程：永靖古厝巡禮→斗六摩爾花園→快樂購
→回溫暖的家。契友及團員 400 元，家屬朋友 800 元，名額：40 名，請速報名，
以免向隅。
2. 4 月 21 日適逢復活節，例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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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敬拜團將於 4 月 21 日(六)、5 月 12 日(六)晚上 7:00 舉行音控訓練，不論有沒有基礎
都歡迎一起來參加。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許瑞源長老。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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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21 日因復活節，一、二堂禮拜合併，「源咖啡」暫停一次。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財務部舉行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時間：4 月 20 日(六)08:20~12:00，
地點：柳原教會，請相關人員踴躍參加。
2.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時間：4 月 27 日(六)09:00~15:00，地點：
忠孝路教會 2F 副堂（東區忠孝路 288 號）
，費用：100 元/人(現場繳交)。請於 4
月 21 日前向洪堯昌傳道報名 0937-926-296。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復活節(4/21)舉行洗禮聖禮典，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2. 為五月 18~22 日關懷緬甸宣教事工代禱。
3.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7~7/5）代禱（目前已有 10 人報名）。
4.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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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I ê siū-khì put-kò ba̍k-nih-kú; I ê un-tián sī it-seng ê kú; Kui-mî sui-jiân ū
thî-khàu, Chá-khí sî chiū ū hoaⁿ-hí.（Si-phian 30:5）
(台語) 因為，伊的受氣不過目 久；伊的恩典是一生的久，歸暝雖然有啼哭，早起
時就有歡喜。（詩篇三十:5）
(華語)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歡呼。（詩篇三十:5）
＊下週金句＊
路加四:4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下次(4/20)早禱會由許明暉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4/14(日)

4/15(一)

4/16(二)

4/17(三)

4/18(四)

4/19(五)

提後 2 章 提後 3 章 提後 4 章 詩 1~3 篇 詩 4~6 篇 詩 7~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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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六)

詩
9~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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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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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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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4/21

陳祐陞

成為復活主的
見證人

約20:1~2、
11~18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4

耿明德

風聞有你；
親眼見你

林前15:1~10
賽25:6~9

啟
應

3

聖詩

信仰告白

68
107
115

尼西亞
信經

104、100、386

同上

＊上週講道＊
【花開以後】

賽 35:1~7

鄭凱佳牧師 2019/4/7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必開花繁盛，樂上加
樂，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華美，必賜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
榮耀，我們上帝的華美。
（v.1-2）曠野及乾燥的地的確歡喜；沙漠亦欲快樂；閣親像玫
瑰開花，伊欲開花茂盛，來歡喜，欲有歡喜及唱歌。黎巴嫩的榮光，迦密及沙崙的媠，
欲歸伊。欲看見耶和華的榮光，咱的上帝的美妙。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有一句話這樣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句話的意思是表示是做了什麼事，然
後得到什麼樣的結果。不過，台灣話也有一句，人若衰，種匏仔馬誒生菜瓜，什麼意
思？表示是人的運氣不佳，倒楣透頂。應該是要種瓜得瓜，怎麼會生出菜瓜？
現在生活在都市的人，已經很少有機會可以去到農地種田種瓜種豆，因為現在農
地都變建地，就算是他還是一片空地，地主也都拿來種停車場，一個小時 20 元 30 元
還算有良心，也有人拿來種電，已經不是像以前期待有一年好幾次的收穫，是期待一
年有好幾倍的租金可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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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像失去了等待
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資訊的爆炸，以前的閒話，要經過好幾次的聽誰說聽誰說，
現在的話，變成 FB、line 的轉傳、複製和貼上。現在的消息，總是手機一按，就可以
馬上聯繫、查詢，總是期待當我們發出訊息的那一刻，就期待收到的人下一秒可以看
到，已讀以後，最好是要回喔，已讀不回很沒有禮貌，不管多晚、多忙都要回。
如同現在生活在都市的我們，也是非常的進步，總是期待每個人的生活可以非常
進步，如同打開開關就要有電、燈要亮，打開水龍頭就要有水，打開手機就要有網路，
打開包裝（生氣）怎麼餅乾那麼少，最好呢？聘到牧師，教會復興、奉獻加倍、每個
人成為宣教精兵！
在開福音車的時候，因為對車況不熟悉，現在還只能聽廣播，有時候跑長途，回
新竹還是去高雄，就只能聽廣播賣賣藥，常常就會聽到這種的：
來啦 頭前坐 這邊阿有二個位 聽詳細 仔細聽
今碼少年仔 有 3 高 學歷高 薪水高 眼光高
阿咱老ㄟ 馬有 3 高 血糖高 血濁高 寫壓高
坐著想要睏 倒ㄌㄟ睏不去
來 頭前坐 聽清楚
久病無孝子 有錢不會用
健康自己來 今阿日 來這講台前
一罐 2000 不必 2 罐 3000 不必
買 2 罐 送 1 罐 1 罐乎你開 1000
通常我們都知道，這些廣播電台賣的藥，不是仙丹，但是又會有很多人買，不管
是降血壓、葉黃素、保肝丸，肺散、腰痠背痛、轉大人，根據統計，廣播賣藥，一年
竟然業績可以達到六億八千萬。這表示什麼，表示大家寧願吃到特效藥，想要立即見
效，想要馬上就要有效果。
現代的我們，好像失了等待的時間，面對問題，總是盼望馬上可以得到解決，要
有效率，才有果效，要有撒種，也要收割。總是盼望吃下去的藥，可以藥到病除，吃
下去的藥可以立即見效，我們總盼望吃下去的藥，是仙丹、是特效藥，馬上就會好，
總是希望自己種下去的每一顆種子，可以快速發芽、快快長大、快快結果。殊不知，
自己這樣是揠苗助長，事倍功半。
無底深淵的以賽亞
從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經文，以賽亞書 35:1-7，如果我們往前看，會發現，以賽亞
書 35 章記載的，跟以賽亞書 34 章，感覺兩個好像是不一樣的世界。在 34 章裡面，是
一個裡面充滿刀劍，腥風血雨景況，我們看見聖經記載的有被殺的屍首、上帝發烈怒，
好像那個地方被核子彈炸過一樣，非常的慘烈。
不過在 35 章的地方，卻是不一樣的景象，那時候先知以賽亞所看見的是一個美麗
的花園，有花盛開，有鹿奔跑，有上帝的榮美。34 章、35 章，兩個應該是同樣的處境、
兩個應該是同樣的地方，怎麼先知以賽亞是在一個腥風血雨的地方，怎麼會有一個上
帝榮美花園的看見呢？
經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v.5、v.6 的前面兩個字，那時，彼時，
睛暝人的目睭欲開；臭耳聾的耳孔欲利。彼時，跛腳者欲趒跳親像鹿；啞口的舌欲唱
歌。因為水淐出佇曠野；溪流淐出佇沙漠。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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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賽亞說，那時，那個時候，現在發生了嗎？還沒！是未來的時候，以賽亞
的現在，瞎子還是瞎子，聾子還是聾子，瘸子還是瘸子，啞巴還是啞巴，曠野沒有水，
沙漠也沒有河。先知以賽亞所看到的那個時候，草木皆枯，黃沙滾滾，哪裏會有什麼
花，哪裡有什麼玫瑰，先知以賽亞所看到的人，都已經在嚥氣、埋怨了，哪裡還有什
麼心情快樂、歡呼、唱歌，先知以賽亞所看見的，只有軟弱的雙手、只有無力的膝蓋，
沒有勇敢的人，只有膽怯的人、只有害怕改變的人。
以賽亞看見的是一片如同沙漠的景象，是一切都還沒發生的 34 章，是在曠野和沙
漠，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烏龜不上岸，這樣的景象，對於早期第四世紀的苦行修士，
曠野是魔鬼所在的地方，在那裡，四處都是黑暗，惡勢力想盡辦法想要擄獲人類，在
那裡，魔鬼用盡方法，讓人的心裡面，彼此仇恨、紛爭用著很多的方式，恐懼、黑暗、
謊言，讓人們對於未來沒有目標、對於生命沒有盼望，魔鬼用盡方法，就是不希望他
們的生活和信仰裡面，有上帝的存在。
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我們好像也生活在一個水泥曠野，雖然生活週遭充滿著車水
馬龍、匆忙忙碌，但好像也是充滿著一種寂寞、孤單、沒有意義，在這座水泥曠野裡
面，好像也代表著毫無意義、缺乏人際關係，生命乾枯的樣子。因為我們每一天所看
到的，是這世代任何形式的暴力，人彼此之間的不信任，剝削、破壞的思想。也就是
說，在以前我們認為那些荒涼、沒有建設、沒有人居住、是讓人感受到寂寞，不是一
個進步的地方，我們叫做曠野，甚至在曠野那裡，充滿著燒殺擄掠，看見人性的醜陋、
心懷鬼胎、彼此算計。不過時代演進了，我們把以前眼睛所看到的、身體所感受到的
曠野，搬到心裡面了。內在感覺孤單空虛，沒有歸屬感，只能不斷的用更多外來的東
西，填上去、補上去，這個用過了，換下一個，那個用過了，再買新的，再下載新的、
再找新的。在我們的生命內在裡面，好像有一股野蠻放縱的力量，讓我們的臉醜陋無
比，讓我們沒辦法跟自己和好，也沒有辦法面對那讓人厭惡的真相。
種下一個盼望
先知以賽亞看見了，他在曠野裡面看見那不堪入目的景象，但是他在現實的景象
裡面看見上帝的盼望，看見上帝的拯救。看見上帝的拯救，臨到了蝦子、聾子、瘸子、
還有那不會說話的啞巴。以賽亞看見上帝的拯救不只臨到了人類，更是看見上帝的拯
救也在他所居住的環境，一個鳥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竟然開始有水聚集為水池，
甚至變成泉源，開始生命的出現，有青草、有蘆葦、有蒲草，甚至有花、茂盛的玫瑰
花，出現了人喜樂的聲音，人歡呼的聲音，以賽亞看見那個景象，已經不是在沙漠了，
是在黎巴嫩的花園裡，在那裡看見上帝的榮耀。
經文說：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
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彼時，睛暝人的目睭欲
開；臭耳聾的耳孔欲利。彼時，跛腳者欲趒跳親像鹿；啞口的舌欲唱歌。因為水淐出
佇曠野；溪流淐出佇沙漠。
先知以賽亞看見未來上帝的國度裡面，在那裡面，猶如黎巴嫩的花園，在那裡面，
好像天堂，疾病得到醫治，不可能變成可能，因為以賽亞看到一個盼望，並且把這個
盼望繼續的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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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盼望，這是一個盼望上帝國度在地面上的運行，這是一個希望在世界上
可以看見上帝榮美的形象，但是從先知以賽亞到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已經經過了多
久？根據資料的查考，學者的研究，以賽亞書 1~39 章是在主前 739 年到 701 年，也就
是說，是在耶穌基督誕生的將近八百年前，以賽亞就有那樣的看見，在八百年前，以
賽亞就盼望看見曠野和沙漠有水發出、有河湧流、有花長出，而且繁盛、樂上加樂，
八百年前，以賽亞就盼望看見耶和華的榮耀、上帝的榮美，以賽亞就盼望看見瞎子、
聾子、瘸子、啞巴得到醫治，沒有野狗、沒有獅子、沒有猛獸，在那裡都遇不見，只
有耶和華救贖的民，歌唱來到錫安，有永遠的快樂、沒有憂愁歎息。也就是說，以賽
亞的盼望，必須要經過八百年以後，才有一個耶穌基督，八百年以後，才有一個彌賽
亞、才有一個救世主。也就是說，先知以賽亞種下一個盼望的種子，八百年後才看到
一個希望出現。
種子，需要時間發芽、茁壯尚且結出果子。如果種子種下去，隔天馬上長出來，
茁壯，結果，那是什麼？那是傑克與魔豆！真是太神奇了，傑克！同樣，上帝的話語，
也如同種子一樣，也需要時間思考、消化、並且帶出行動和果效，讓上帝的話道成肉
身，讓我們彼此周圍的人，看見我們是耶穌基督的見證人。上帝的教會，更是這樣，
就算是在腥風血雨的教會，更要有上帝的盼望和眼光，以後這裡會成為一個黎巴嫩的
花園，有著耶和華的榮耀、上帝的華美。
以前，我是在澎湖七美教會牧會，是一個比較鄉下的二級離島，不知道大家有沒
有印象，在路邊都會有這種植物，這是路邊生長的風傳葛，或是叫倒地鈴。我特別拜
託我們在七美教會的同工，用著下課放學練習比賽以外的空閒時間，幫忙收集的。倒
地鈴，把果皮撥開以後，會有黑色的種子，上面有一個愛心圖案，所以我們也可以稱
它叫做心豆或相思豆。
我們都看到豆子上面有一顆白色的愛心，容許我用這樣的詮釋，是不是也是上帝
的心意都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面，我們也需要種植在這塊土地上，讓你我這顆豆子，漸
漸發芽、茁壯、長大、開花、結果。但是，需要時間嗎？需要！光是我們把這兩顆痘
子放在土壤裡面，再澆水，還要經過 5 到 7 天，才只有發芽，等到花開以後結果，已
經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
親愛的兄弟姊妹，如果我們都是上帝的種子，放在柳原教會這個花盆裡面，你願
意等柳原教會這朵花盛開嗎？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很多地方來到柳原教會聚集，有南
投的豆子、有屏東的豆子，有嘉義民雄的、有台南大內的，有台北新竹的，也有真的
從澎湖飄洋過海的，是因爲上帝的愛，讓我們一起聚集在這裡，是因為上帝的愛，讓
你我所愛的柳原教會，看見那花開的時候，因著上帝的愛，我們對上帝更有盼望，更
有信心，新眼光事工，漸漸茁壯。
如同我們今天收到的心豆一樣，對著柳原教會有著期待和希望，對於上帝的國度
有著期待和希望，並且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的日常言行，所說、所做、所行、所思，
恢復自己對上帝的信心。
盼望那花開以後，黎巴嫩的榮景，也在柳原教會，盼望那花開以後，上帝的榮耀、
上帝的華美大大的充滿在柳原教會。
今天，感謝上帝的帶領，讓我可以代表新眼光事工可以來到貴教會，感謝貴教會
的牧師、長老、執事願意接納我們，看見我們的需要，幫助我們在盼望的時候，更有
力量，也更有祝福，我相信，帶著柳原教會的祝福，新眼光事工會更接近那花開的時
候，更有上帝的榮耀，也更有上帝的華美。
我們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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