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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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復活節舉行洗禮，一、二堂合併禮拜，時間：09:30。成人洗禮：藍
鶴、盧昱安、胡爾郁，小兒洗禮：許以潔、林博陽。08:3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
小會。
2. 台中中會財務部舉辦「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時間：4 月 16 日(六)
08:30~12:00，地點：柳原教會，對象：傳教師、財務負責人、出納、簿計員、
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財團法人董事等。請於 4 月 10 日前向辦公室報名。
3. 本會三福團隊將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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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恭喜本會王恩加、吳宜樺夫婦於 3 月 14 日喜獲千金，母女平安，願主賜福。
5. 第 2 季「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到，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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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4 月 2~5 日上午 9 點~下午 5 點開放，
供家屬追思緬懷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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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會前會友周瑞貞姐妹於 3 月 21 日清晨蒙主恩召，享年 80 歲。將於 28 日(一)
上午 10 時在台中火葬場舉行入木及火化禮拜，求主安慰楊文華弟兄及遺族。
請為其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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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日(3/27)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二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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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洪泰陽
高雅智

張榮璋/陳皓衽
卓啓煌/

余燕儒
謝理明

盧金梅
林靜夌

劉雅玲
郭柿娘

洪泰陽
高雅智

4/3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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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27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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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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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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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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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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下兄姐：陳宥君、唐敏毓、王吞忍、
曾阿俊、謝光亮，至辨公室向曾青美幹事領取並繳費(請自備零錢)。
四、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5 學年上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於 4 月 3 日禮拜中發放（請同學
出席領取）。高中職：張瑄樵、陳維理、陳楚云、何建凱。
大學：張哲豪、賴芝亦、列靜芬、卓澔婷、王苡蓁、張碩恩。
五、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3 月份花材感謝以下兄姐奉獻：何中亨、何中和、陳慧錦。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吳廖淑慧姐、江世澤兄、江旭德長老、邱金鳳姐、董世雄兄。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唐崇榮博士全國巡迴佈道大會–「人的尊嚴墮落與救贖」，時間：4 月 17
日(日)第一場 14:30，第二場 19:00，地點：東海大學中正堂。台中．柳原恩
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將於會中獻詩。
2. 2016 第 17 屆「TCK 輔導營」
，主題：
「點亮輔導」
，時間：5 月 20~22 日(五
晚上~日中午)，地點：高雄國軍英雄館，費用：2200 元(4/1 中午 12 點前 1800
元/人，請至 youth.pct.org.tw 報名，4 月 15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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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加 5 月 7~14 日緬甸短宣的隊員（陳祐陞、余燕儒、廖寶蓮、羅寶玉）代
禱。
3. 為總會通常年會（3 月 29 日、4 月 1 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順利進行代禱。
4. 為周瑞貞姐妹的遺族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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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金鳳
姐、董世雄兄。
＊本週金句＊

Kè-sit tit-tio̍ h sià-bián, chōe-kòa tit-tio̍ h jia-khàm--ê, che lâng ū hok-khì.
(Si-phian 32:1)
過失得著赦免，罪過得著遮蓋者，這人有福氣。（詩篇 32:1）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4/2)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卓啓煌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科
倫巴」。司琴：陳慧錦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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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27(日)

3/28(一)

3/29(二)

3/30(三)

3/31(四)

4/1(五)

4/2(六)

經節

撒上 4-7 章

撒上 8-10 章

撒上 11-13 章

撒上 14-16 章

撒上 17-20 章

撒上 21-24 章

撒上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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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1 人

三

20:00~21 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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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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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13
456
218、512

使徒行傳

第一堂
台語禮拜

4/3

陳祐陞

上帝扶持你

撒上十
七:31~49

第二堂
台語禮拜

4/3

陳祐陞

神親自建立
你

撒上十
七:31~49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4/6

陳正雄

基督徒的責
任

彼前
二:11~25

12

295

同

＊上週講道＊
【攏歸佇祂身上】
以賽亞書五十三:7~12
陳祐陞牧師 2016/3/20
今仔日咱欲對以賽亞五十三章來看耶穌基督在受苦中用靜默來為著咱贖
罪。在 7v”伊受壓迫遇著艱苦，猶久無開嘴；伊親像羊仔牽到受刣的地，閣親像羊
佇剪毛的人的面前無出聲，伊亦按呢無開嘴”。耶穌基督為著咱受苦，他是用靜默
來替咱贖罪，在新約聖經裡面有二字代表贖罪的意思。(1)挽回祭，贖罪是對獻祭
來產生，用獻祭來除去上帝的怒氣，來改變上帝對罪人的態度，贖罪也是停止上
帝的生氣，互上帝的面用父的恩典及慈愛來光照咱。(2)復和（和好）若照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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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失去，斷去的關係閣恢復起來，總是在原文意思更加深是說”交換、計算、
互它會平衡，親像咱若收到銀行寄來的帳單，下面都有寫平衡、balance，意思是
你要閣付多少才會平衡。所以復和原文的字義就是上帝因為耶穌基督再一次算咱
的帳，再重算一下互它會平衡，互咱原本欠上帝的變做不欠。上帝照耶穌基督所
獻上的來對世間人採取一個新的態度，因為基督已經用他的死來遮蓋了咱的罪，
互咱不再欠上帝，上帝就因為按呢轉消了對咱的憤怒，改變了對咱的態度，這叫
做復和（與神和好）
。今天的聖經給咱說，他不止受鞭打，他是互人牽去欲刣的一
隻羊，尚且這隻羊沒抵抗、無出聲、無辯解。
耶穌基督在那個完全沒開嘴的中間靜默無反應，伊是絕對順服在上帝的旨意
下沒開口，為什麼他選擇靜默？因為這是天父所定意，將他壓傷，互他受苦。耶
穌基督非常清楚，天父已經佇他創世之初就計劃了這個救贖，他親身來擔當世間
人的罪，所以他不必在彼拉多審問他的時來辯解，也不免在周圍人譏笑他的時，
來為自己辯解，因為他清楚知道天父要他做什麼？
二、耶穌基督在此的靜默是一種神聖的靜默。在靜默的中間來聽到上帝的聲
音，在耶穌最需要上帝之時來聽到上帝要伊做什麼。兄弟姐妹，耶穌基督這種神
聖的靜默，從他開始到今日，在歷史上不知互多少願意跟隨他的人，在受欺壓，
侮辱，互壓傷之時。會當保持聖的靜默，那些初代教會跟隨耶穌的人受掠到佇到
獅吞食的鬪技場之時，他們會保持完全靜默，在遐為主殉道。
今仔日這個世界充滿罪惡，有時你無法對這個世界期待公平，因為這是罪惡
侵染的世界，總是在這個中間上帝猶閣存在嗎？有！前幾年讀者文摘曾介紹 Anna
Flank 所寫 Anna 日記的故事，咱都知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猶太人互德國納粹殺死超
過 600 萬人，在 70 年前 Anna 的父親帶他家庭從德國逃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就在
遐開創一個事業，當荷蘭也互德國佔領以後，他們知道德軍會來掠伊，他父親就
在三 F 隔一間能躲起來的房間，他下面有四盡忠的員工保護他們，他一家四口躲
在三樓，裡面屯積一些食物，躲了 25 個月久，四個忠實員工冒生命危險送東西互
他們吃，照顧他們，互他們得到平安。在那個中間，13 歲的 Anna 在日記簿上寫
出他的感受，在日記中有一句話成為很出名，她說”雖然這個世界慢慢受惡者侵
犯，成為一個荒廢的曠野，總是我猶閣相信，人的心是善良的”。後來一個新的員
工發覺樓上的人不正常，有人躲在樓上就去密報。在德國投降的幾禮拜前，他們
互掠到佇集中營，只有 Anna 父親一人存活下來，在戰後互人放出來活到 91 歲。
Anna 這本日記本成為幫助許多痛苦中的猶太人重新思想在這個世界受苦的意義。
在受刣 600 萬猶太人中有 120 萬是兒童，德國納粹猶原沒放過他們，總是其
中也有許多人冒著他們生命的危險救過猶太人。有一個猶太人作家 Waizer 他當時
是 10 歲的囝仔，曾看過集中營內所受沒人性的痛苦，後來他寫一本書得到諾貝爾
和平獎。他在書中說”有一日，有二人要用炸彈來炸一個德國人的辦公室。後來失
敗受掠，供出行動中有一個 10 歲的囝仔有參與在替他們顧門把風工作，所以這個
小孩也受掠三人一起吊死。那天晚上在集中營大家說一句話”上帝死了”，為什麼
上帝容允這種漢呢殘忍沒道義的代誌在遐來發生，Waizer 在書中這樣說”上帝曾死
在十字架上，總是三日後他有復活，所以在最黑暗的那暝，眾人唯一的盼望就是
上帝復活，他真正活啲！”因為經過幾天戰爭就結束了。
親愛的兄弟姐妹！耶穌基督成為沒開口、沒反抗、沒辯解，是上帝死去啦嗎？
不是！是上帝定意來互耶穌基督擔當了咱的罪過。當咱進入受難週，咱所感受的
是什麼？耶穌從耶路撒冷走到各各他路中一共跌倒 8 次。耶穌在沿路受鞭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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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是為著你，我。”是誰知影伊從活人的地受剪除，是因為我百姓的罪過”。耶穌
基督！成為一個沒開嘴的羊羔、贖罪的羊羔。請看咱的主，他在沒開口、沒反抗
的中間，不是上帝沒幫助，是上帝透過這些來成就救贖，今仔日你與我在這個世
界承受了基督這款愛在咱的心中，咱也成為願意分擔世界痛苦的人。在你所遇到
的境遇，或許有許多是無公義，你無法了解為什麼你必須承擔這些痛苦，總是當
你從上帝手中來接受這些事實，來看到耶穌的背後，那些壓傷痛苦是欲帶來醫治，
那個死是欲帶來贖罪，因此聖的靜默欲繼續在咱的中間，讓我們去體會到耶穌基
督在這個痛苦的中間，到底是欲對咱說什麼？是欲成就什麼？
三、耶穌基督他受苦，是欲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一切的功效欲歸佇他的身
上，不止咱的罪歸佇伊身上，他勞苦的功效也欲歸佇他身上。今仔日咱常常說”榮
耀歸聖子耶穌”為什麼？因為咱看見今仔日十字架的功效活佇這個世界，耶穌基督
若無死在十字架上，今仔日就不能為人類帶來盼望。因為在敗壞生命裡面，並沒
有上帝活命。請看 11v”伊欲看見本身勞苦的功效，就心滿意足，我義的奴僕欲用
他的知識，互多多人得到稱做義，也伊欲擔當他們的罪過”。今仔日十字架有什麼
功效？耶穌死有什麼功效？咱知影在回教國家傳福音是非常困難，受許多迫害，
但是在回教國家中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些傳主的人的中間，有許多都曾看見耶穌對
他們顯現，攏曾遇過復活的耶穌，因為在那種非常困難的環境，耶穌就顯現他本
身互那些人看到，遇到。雖然傳福音很困難，總是十字架的功效，卻是在遐大大
彰顯。
兄弟姐妹，耶穌基督雖然死卻有復活，他死的果效到現在 2000 年來，猶閣繼
續續在運行在人類的中間，唯一會當感動罪人悔改，會當導罪人來到上帝面前的，
只有十字架的救贖。今仔日你、我已經在十字架的救贖的下面，咱有一個很大的
責任，就是要將這個果效報人知道，”十字架的功效”，來互罪人因為仰望十字架
罪得到赦免，重擔得到脫落，壓傷得到醫治，與上帝隔斷的關係得到復和，互軟
腳的重新得到氣力，青瞑的得到看見。以賽亞先知在 12v 預言說”上帝欲互伊及坐
高位者分份額，及強猛的分所搶的物，因為他放拺生命到死”。請你用 12v 這句話
比較與五十三章 2~3v 所說”他成為一個互人看輕，受人藐視，人掩面不要看的一
個弱者”，總是到佇 12v，上帝應允互伊與強盛的來分所得到之物。2000 年來救恩
的果效猶原運行在人類，在你我的中間。十字架的疼超過一切的力量，溶化人的
心，除去人的驕傲，互人會當深刻體會到上帝怎樣這呢疼咱世間人，在無路的中
間為人開路，可通到上帝的所在。今仔日人在十字架以外欲來找救恩是空空的。
兄弟姐妹！咱著起來，來傳耶穌基督的救恩與他的疼，因為今仔日復活的事
已經完成了，基督甘願為你，為我來受死。回顧咱蒙揀選到今仔日，你做基督徒
不知有多久，但願那個十字架深刻的疼永遠點燃在咱心中，互咱無冷淡，互咱有
一個新鮮活潑也永遠沒失去”起頭的疼心”，來疼咱的主。世界或許有許多沒公平
的欺壓，或許上帝定意將你壓傷，總是你欲看見受苦的果效跟隨你，歷代宣教師
行了受苦的道路卻不是空空的，他們按呢走過去，咱也欲按呢行。在這個世代上
帝開了救恩的門，等候你我有這個負擔，去報人知上帝的疼。在受難週時咱欲來
默想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咱放拺生命，他將生命完全放落到佇死，卻擔當多
多人的罪，這個”擔當多多人的罪”，一直在以賽亞書中重覆，他死是為著擔担你
我的罪，互咱受挽回，互咱受救贖，互咱與上帝復和，也因為這個關係，致教上
帝會當用你在這個世界來宣揚他救贖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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