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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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公告】
1.台中中會中委會派林鴻祐牧師及蘇銘珍長老於十月 6 日至本會主持第十任劉柏超
牧師監選，已順利通過。
2.本會訂十月 27 日舉行今年第二次臨時會員和會，選舉長老（2020~2023 年）12 位，
會員名單公告於公佈欄，有錯誤者請與青美幹事連絡。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主日(10/13)是「松年事工奉獻主日」
，第一堂禮拜由松年團契服事，禮拜中辦
理重陽敬老活動，教會為 70 歲以上每位兄姐準備一份麵線，在禮拜中發放；另外
會籍在本會的 70 歲以上（民國 38 年次前）兄姐，請於第一堂禮拜後至 2 樓 A 教
室統一領取敬老禮金。請為松年事工關心、代禱。
2. ★本日(10/13)禮拜中恭守聖餐，聖餐服事人員如下，請小會員於第一堂禮拜後在
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台語禮拜–捧餅：余燕儒、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卓孟佑。
捧杯：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何中亨、洪添裕。
華語禮拜–捧餅：卓孟佑。捧杯：卓啓煌。
3. ★本會訂於 11 月 17 日(主日)至惠蓀林場舉行野外禮拜，費用：200 元/人，國小
以下 100 元/人（含車資、保險、午餐），即日起至 10 月底前向辦公室報名繳費。
4.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第 10 次管委會開會通知：10 月 26 日(六)上午 10:00
於柳原長老教會 2 樓會議室召開，敬邀管委會同工、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董
事長撥空蒞臨參加。
5. ★捷克共和國國慶演奏會，欲佇 10 月 15 日(二)下午 6:30 佇柳原教會舉行，由捷
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別邀請遠自捷克的鋼琴家卡帖麗娜‧柯諾波娃小姐(Ms.
Kateřina Konopová)與米洛斯拉夫‧米屈先生(Mr. Miroslav Míč)來台舉行鋼琴四手
聯彈演奏會，機會難得，請大家踴躍參加。
6.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裝備課程，2019 年主題：「耶穌的比喻」，講師：曾昌發牧師，
上課時間：10/18、10/25、11/1、11/8、11/15 每週五晚上 7:10~9:00。
7. 10~12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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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0 月 20 日(日)舉行十月份月例會，主題：年會+第四季慶生，會後召開委員會。
三、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1. 於 10 月 10 日(四)~12 日(六)舉辦退修會，地點：宜蘭。
2. 社青團契已於 9 月 22 日(日)推選出明年度的同工囉～
會長：顏姿叡，會計：曾國億，書記：林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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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10 月 26 日(六)15:30-17:00 練唱。
五、家庭團契（會長：許庭魁弟兄）
家庭團契訂於 10 月 26 日(六)舉行年會改選明年會長，早禱會後 09:00 集合出發。
地點：國姓鄉福龜村-綠野仙境農場-龍珠粄(火龍果粿)DlY-中午風味餐自採小番茄
-下午九份二山遊賞。敬請踴躍參與。費用：450 元，即日起向會長–許庭魁弟兄
報名，10 月 20 日截止。
六、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舉辦秋季靈修旅遊，日期：11 月 19~20 日，地點：高屏知性二日遊。費用：3000
元/人（契友有補助）
。行程：D1 新營天鵝湖、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林園海
洋濕地公園、夜宿高雄漢王飯店。D2 玫瑰聖母聖殿教堂、義大世界。報名請洽
林政義長老，10 月 20 日截止。
七、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108 年度手鐘團訂於 10 月 10 日~10 月 11 日舉辦兩天一夜靈修之旅。
地點：台灣東北角海岸、基隆、淡水。
八、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同工音控和 PPT 製作投影，免經驗，只要有心我們
教你到會。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九、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10 月 6 日選出 2020 年團長：曾正賢，會計&書記：謝光亮。
十、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1. 感謝志工加入服事行列，現尚缺星期一 12:00~14:00，星期四 12:00~14:00、
14:00~17:00 三個時段，請兄姐踴躍參與服事。
2. 館長特別提出呼籲：圖書室是大家的，以上三個時段如無新志工報名，將請
長執們輪值或是關閉該時段。
十一、 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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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分以上、高中職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
五分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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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各科系等比照大專院校）。
2. 有參加少年團契的國中生及有參加主日學國小生由輔導及校長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3. 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75 分或甲等以上。
4.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13 日止。
十二、 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高志銘、蔡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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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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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七星中會蘭陽區婦女合唱團舉行 20 週年音樂會，時間：10 月 19 日(六)19:30，
地點：篤行教會（北區文化街 69 號）。
2. 台中中會性別公義部舉辦專題活動，時間：10 月 26 日(六)09:00~12:00，主題：
「親密關係的暴力與溫柔」
，講員：黃柏威諮商心理師，地點：三榮教會。費用：
100 元/人(含午餐、茶點)，可使用 mail 報名 ifaith031@gmail.com。10/20 截止。
3.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9 中區社青讀經營–上帝也做工」，時間：10 月 18
日~20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大專畢契（含碩博生）
，費
用：4500 元。報名網址 http://forms.gle/99Z6AvgoGkVFMpuY7。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十月 27 日選出長老 12 位(2020~2023)及 11 月 3 日選出 4 位執事
（2020~2023）的選舉代禱。
2. 為 9/20~11/15 柳原教會門徒訓練課程講師–曾昌發牧師及有更多人參與訓練裝
備代禱。
3. 為本會九、十月中各團契及機構首長選舉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林義耕兄、
洪陳灱姐、潘俊彥兄、賴明榮兄、張高端姐、劉芸溎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
莊秀如姐。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chōe-ok ê kang-chîⁿ sī sí, nā-sī Siōng-tè ê un-sù sī éng-oa̍h, chāi-tī lán ê Chú
Ki-tok Iâ-so͘ .(Lo-má 6:23)
(台語)因為罪惡的工錢是死；若是上帝的恩賜是永活，在佇咱的主基督耶穌。
(羅馬 6:23)
(華語)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羅馬 6:23)
＊下週金句＊
歷代志下 16:19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08:10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
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下次(10/19)早禱會由余燕儒長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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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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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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2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0/13(日)

10/14(一)

10/15(二)

10/16(三)

10/17(四)

10/18(五)

10/19(六)

經節

結 28-29

結 30-31

結 32-33

結 34-35

結 36-37

結 38-39

結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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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

李啓耀

一顆願意的心

路加福音
一:37~38

41

121
581
389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0/20

李啓耀

一顆願意的心

路加福音
一:37~3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23

陳正雄

超越自我的
生命

創世記
五十:15~21

10

426
373
402

同上

＊上週講道＊
【信心 教會 復活】

林前 15:12-22

林鴻祐牧師 2019/10/6

習慣
存在，是天天的生活。我們常常說，每一天沒什麼變化。實際上，不是不變，天
天都變，只是我們不在意甚至習慣了。沒錯，看起來，表面上都一樣，差不多時候起
床、出門運動、早餐、固定工作、休息，一直到夜晚入眠。似乎一樣每一天裏，我們
驚呼一個禮拜怎麼這麼快就過了！於是，我們過的超快，一個禮拜一個禮拜過。甚至，
一個月一個月過，快到停不下來，也快到分不清也記不得昨天和前天的差別，因為「不
是都一樣」？不過，若真實地把每一天記載下來，文字詳細歷史化每一刻每一動作的
話，我們就很容易在這些看起來「一樣」裏，發現其實很不一樣，真的，每一天甚至
每一刻都不一樣。即使只是回憶「同一天」、「同一事件」時，每一次回憶，都會再一
次多想起，每一次都不一樣，也許，大方向沒有問題，卻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想起和感
受，為我們帶入「新」的找著、新的體會。怕的只是，我們習慣，我們以為不變，我
們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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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意思呢？簡單講，每一次回想自己的人生過去，並不是「我」回到過去。因
為時間推著我往前，既已經過去就過去。所以，詩人感慨：逝者已矣，過去的就都結
束了，已經過去了，還能如何呢。但是，人的生命卻不單單如此，在每一次過去之回
憶裏，我們並不是回到過去，反而，我們將過去的事件混進入今日的現在與未來，於
是，過去素材在現在的眼光裏，出現新的元素及觀察，帶出「我」新的生命洞察。所
以，同樣那已經發生過的得救信主見證，日後，每一次分享見證時，並不全然回到過
去，反而，在當時現在的心境裏，過去融入此刻的我們，產生新的價值、意義和觀點。
我們不是錄影帶或錄音機，每一次的重述當然都不一樣，更不會「一模一樣」或「一
層不變」
。這是生命的樂趣，每一次回想時，在不同的環境與心境下，記憶起不同的焦
點和特別，使我們對於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照說已經死了，卻津津樂道，每一次回憶
每一次都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常常讀聖經，即使很熟的幾卷聖經，像路加、
約翰福音，每一次再讀相同的經文，每一回都有不同的體認，或者，如許多基督徒喜
歡說的，每一次讀都有不同的「亮光」
。不是經文改了，也不是換一本聖經，而是我往
前了。如同保羅所說的，「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
不過，現代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很多東西失去了就要不回來。失意的人們常常說，
「當年的好時機沒有把握到，現在已經每下愈況了。」似乎是如此，廿年前口口聲聲，
台灣錢淹過腳踝，卻曾幾何時，我們過得很艱苦，甚至，只能為了存活，勉強保住活
命。明明社會享受越進步，各種資源越豐富，卻我們過得越艱辛，甚至，過得越缺乏，
對未來越沒有把握。擁有的越多、渴望也越多，但是反而越擔心害怕不夠。現代人清
楚計算，養一個孩子要準備兩千萬。即使，手邊已經有了幾百萬，還是不敢生小孩，
因為害怕。就算手邊已經有了兩千萬，還是許多人不敢生小孩，因為他們渴望更多，
例如買好更好更大的房子。那麼，如何養小孩呢？事情的發展變得有點矛盾，生活過
得越好的人們，反而擔心缺乏更多。反倒物質簡單的人們，不必思慮這麼多，單單憑
著信心，就生養眾多，而且，極缺乏資源情況下，每一個孩子也都受到高等教育！那
麼，到底我們得到了什麼，還是，失去了更多呢？當然享受更多，卻缺乏也同時變得
更多。
復活
12 節，「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呢？」這裏，保羅闡述了復活的意義。當時哥林多教會遇到的情況，有人傳說沒有死
人復活的事情，因為死了就死了。常言道，人死不能復生。蓋棺論定。面對死亡，我
們只有靜默，讓死亡過去。歷史如此，千萬英雄消滅於塵世，過後不再有紀念也不再
有追憶。所以，人們期待被記住，期待萬世留名，卻鮮少如願。再大的風水，子孫三
代已經不復記得了。然而，歷史裏的這些偉大人物，僅僅留下風中殘語，後世裏偶有
被提及，漸漸消失。畢竟，現在再來的即將，每一刻都迫使我們往前，不再回顧這些
過去，不論多麼輝煌與偉大。這是人世間的結局，也是世人的結局。
不過，耶穌不一樣。他在門徒當中，留下一個永遠的推動力---死裏復活。雖然我
們沒有恭逢其盛，透過使徒、門徒及信眾的見證，清楚耶穌復活了。而且，重點不在
於這些見證人當場看見而已，更在於這復活的力量持續地顯明在教會傳承裏，一代接
續一代。更奇妙的是，即便教會跨越國境、文化、種族，依然，復活的力量推動著教
會向前，沒有停止也沒有因言語或文化不同而作罷，反而，顯出更多的大能力！第一、
二世紀初代教會，耶穌的門徒四散羅馬帝國各地，建立地方教會。一代又一代，教會
成為各自不同文化傳統之核心教會，在希臘、在羅馬、在愛沙尼亞、在北非、在衣索
匹亞、在拜占庭、在俄羅斯等等。演變成不同文化、社會的教會，卻依然是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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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海權時代的對外宣教，教會跨越洲際、文化、種族，在全世界各地方建立教會。
不單單如此，廿一世紀最大的教會興旺，不在歐洲這傳統的古老基督教國家裏，反而
在所謂的亞非南美三大洲，基督復活的福音帶來極大的見證與改變！的確，我們不是
第一世紀的見證者，可是，基督復活的大能力，改變了我們舊有的生活，成為基督徒，
歡喜樂意見證。
我們相信，耶穌已經復活！這信仰告白根本上有兩個不可或缺的意義：第一，他
的墳墓空了，已經復活了。這是耶穌門徒所見證的歷史！第二，比前者更為重要，不
單單過去曾經的一個事件，耶穌的復活更成為後世基督徒生命的推動力，那復活的力
氣，充滿了不同文化、種族、社會的人們，受感成為上帝的百姓，改變了自己，領受
復活的能力，被推動著向前做見證，成為耶穌復活的見證者！這一點比前者，更為重
要。因為這事件成為後世歷世歷代基督教會的事件，跨越時間和空間，即使在今日的
蒙恩教會，依然一樣地推動著我們，歡喜領受福音，熱情歡喜慷慨傳福音。
信心
復活，希臘字有兩種表達，直譯上，其一是被舉起、被升起。其二，名詞之講法，
anastasis，復活，英譯為 resurrection，此字乃源自拉丁語，resurrectionem，再起來、
再出現，引伸為再活起來。直接且簡單的瞭解，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種瞭解，耶穌活
過來，他的墳墓是空的，他顯現給門徒看了(哥林多前書 15:3-11)，這是客觀的基礎，
乃歷史過去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這事，我們都沒有參與在其中，因為發生在兩千年
前，然而，透過耶穌的門徒之見證(福音書、書信之見證)，我們相信這件事情。可是，
這更重要的「被舉起、被升起」不單單發生在兩千年前，還發生在歷史歷代的基督徒
身上，甚至，在你我的身上，使我們的生命在基督裏「被舉起來」！14 節，「若基督
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17 節，
「基督若沒有復活，
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明明我已經相信耶穌基督，怎麼保羅說，若基督沒有復活，即使這樣的堅信也是
徒然，因為仍然在罪(遠離上帝)裏！在新約的瞭解，和合本譯為「罪」
，根本的意思是
指人遠離上帝、人照自己意思不聽上帝聲音、人偏行己路。這「罪」不是指社會裏所
講的犯了法律之罪行之罪，乃指人內心的靈性狀態。和外表無關，也和行為作為無直
接關係，重要的在於內心是否誠然接受聖靈，願意降服在上帝聲音之帶領。而這是「我」
此時此地的復活事件，不是兩千年前在耶路撒冷各各它的死而復活事件，但是，基督
已經復活了。沒錯，信心最大的推動力在於建造了我們的盼望。在乎盼望，我們就輕
看眼前的任何困難，勇敢地向前邁進。基督復活，不是要我們像考古學者那樣回到兩
千年的過去。基督在我生命裏復活，卻真實成為我生命的啟動。我，忽然明白人之存
活，不只是一己，乃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復活的大能力，不是什麼神秘的動力或講法，乃在於人內心深處，感受到耶穌基
督的能力，也就是如保羅所說的，
「在基督裏」
。哥林多前書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
穌裏，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很直接地，
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顯現了祂自己，為此，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
救贖。這成為我們內心的體悟，歡喜樂意成為基督的門徒，也願意慷慨熱情地見證基
督。新的事情要發生在這原本的人生命裏，舊事已經過了，都變成新的了！不是人變
形或變了另一個個體，卻是生命的體會不一樣，整個人雖同一個人卻已經完全不一樣！
在你我的人生裏，我們也要一起經歷這奇妙被舉起來的經歷，見證耶穌的復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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