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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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是「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
，學院派圖書館館長邱淑嬪牧師前來本會請
安、報告、主禮一、二堂禮拜。
2. 本會顏大智長老於 5 月 11 日蒙主恩召，享年 78 歲。已於昨日舉行告別禮拜。
3. 五月 28 日(下主日)第一堂禮拜中召開 2017 年第一次臨時會員和會，請兄姐參
加，不能參加者，請告知各區區長或幹事曾青美。會員名單公佈於佈告欄，
如有誤漏，請告知小會書記廖寶蓮長老。請小會員於當日 08:20 在小會會議室
召開小會。
4. 三福訓練本週五(26 日)第二次探訪，請劉美緻、劉雅玲、羅寶玉三位隊長帶
領，時間：晚上 7:30。下週(6/2)探訪請賴麗月、卓孟佑、陳慧錦三位隊長帶
領。
5.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今日 14:00~17:30，地點：向上教會，
講員：姬文宗、陳怡伶牧師，講題：
「中中演繹–過去、現在、未來」
。
6. 2016 年度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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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暉長老）
1. 本日(5/21)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4 章 15~21 節。
2. 兒童夏令營–「英雄練習曲~無名英雄聯盟」，時間：7 月 3~8 日(一~六)
17:00~20:40，對象：國小一年級~國小六年級，班別：太鼓班、街舞班、超
輕紙粘土班。費用：300 元/人（6 月 3 日前報名 100 元/人）
。請至辦公室報
名、繳費。
二、第三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5/26)單元(七)：上帝與耶穌基督，19:30 上課，20:00 實習探訪(二)。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主日(5/21)禮拜後於長執會議室，五月份例會、第二季慶生會及委員會。
2. 本主日例會主題：炎炎夏日的"消暑小撇步”！主理人：程玉珍醫師，司會：
陳佳萍執事。現場提供程醫師親自調配的消暑茶喔！歡迎大家一起參加～
3. 台中中會婦女部二區苗栗ㄧ日遊
日期：106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集合時間：08:15 柳原教會
名額：42 名
行程：苗栗鐵道文物展示館、苗栗客家大院、午餐、丹堤生物科技公司
費用：每人 500 元（包含車資、餐費、保險）
報名截止日期：106 年 5 月 28 日（額滿截止）
請向會長葉美玲報名。（繳交報名費及保險資料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5 月 23 日(二)醫藥保健常識，09:00~09:45「人算什麼」
，10:00~10:45「認識身
體，讚美上帝」，主講：李偉卿醫師。歡迎兄姐前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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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參加 5/23~5/24 台中中會松年部會員春季靈修旅遊的兄姐人數共有 16 名；
天氣炎熱請記得戴遮陽帽或傘。
2. 參加的兄姐請於 5 月 23 日當天 7 點 05 分前集合於教會門口，7 點 10 分準
時出發，早餐請自理。祝旅途愉快。
3. 六月份第 2 主日松年團契例會，例會由張連香長老信息分享。邀請兄姐踴
躍參加。會後並舉行慶生會，六月份壽星如下：林啓超兄、紀明進兄、
朱昌美姐、陳蘇季珠姐，祝壽星們生日快樂。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徵文活動–幸福在我家，即日起開始收件，6 月
30 日截稿。參賽作品請以 word 電子檔格式投稿，將檔案寄到
women@mail.pct.org.tw。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輔導培訓營–「聖經好好吃，嗎？」，時間：6 月 10 日
(六)08:30~16:30，地點：民族路長老教會，費用：100 元(含餐費、教材、
保險)，請至 https://goo.gl/forms/r1belRA3PXhkKcOi2 報名。
3. 忠明教會訂 5 月 28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張寬牧師就任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
拜。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7 月 29~30 日(四~五)舉辦靈修旅遊，地點：拉拉山，
費用：3000 元(2 人房)，2800 元(4 人房)，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5 日截止，
報名電話：2316-3066 鍾日曜。
5. 內新教會訂 6 月 4 日上午 09:30 舉行「設教 40 週年感恩禮拜」。
6.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2017 青少年探索營–啓程_信實之路」，時間：7 月
27~30 日，地點：長榮大學，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者。6 月 25 日截止報
名。報名請至 https://goo.gl/forms/QSOtP5MFqqwrKZu73。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 2017 年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代禱。
2.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及探訪代禱。
3. 為吳含淳姐妹到澳洲短期工作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
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姐。
＊本週金句＊
(台語) Lí chhut, lí jı̍ p, Iâ-hô-hoa beh pó-siú lí, Tùi chit-sî tı̍ t-kàu éng-oán.
(Si-phian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欲保守你，對此時直到永遠。（詩篇121:8）
(華語)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 121:8）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5 月 27 日暫停一
次。下次(6/3)由陳正雄牧師介紹「李庥牧師」。請弟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 08:10
禱告會，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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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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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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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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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下週金句＊
詩篇 127:1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5/21(日)

5/22(一)

5/23(二)

5/24(三)

5/25(四)

5/26(五)

5/27(六)

經節

詩 119 篇

詩
120~123 篇

詩
124~126
篇

詩
127~129 篇

詩
130~132 篇

詩
133~135 篇

詩
136~13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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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5/28

陳祐陞

福杯滿溢

詩廿三:5

6

73
302
508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28

蕭仁維

去愛

路加六:27~3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31

陳正雄

獻祭的意義

申十八:1~8

13

239A、
257、5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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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生命帶】
賽四十九:14~17
陳祐陞牧師 2017/5/14
今天是母親節代先我欲向在座每一位老母恭喜，祝恁母親節快樂，願上帝賞
賜恁都有健康的身體，繼續跑走人生道路，在咱的胸前都有一朵剪絨花，無論是
什麼色都是在紀(思)念老母對咱的愛的栽培。
今天也是柳原教會設教 119 週年紀念日，求主繼續保守咱的教會，互咱親像
一個大家庭作伙來興旺福音，全家歸主，全家得救。今早上我欲用生命帶做主題，
來思念老母的愛與上帝的疼。
一個生命開始形成在老母肚子內之時，很自然有一條生命帶將老母與胎兒連
結起來，對這條生命帶互這個胎兒有伊的生命養分、有老母的血流到佇胎兒的中
間；這條生命帶成為老母與嬰兒不能分開的一條帶；這條生命帶是生命的傳承，
生命的分享；這條生命帶是一個關係的建立。不論你到多大漢，這條帶的關係永
遠沒法度切斷。今天咱很高興，在母親節之時，咱在此相及來思念這條生命帶。
生命是上帝賜互人最美的禮物，活命的開始是出佇創造咱的上帝，所以這條
生命帶也是一種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上帝將生命放佇咱內底，就是他的靈，所
以咱攏有上帝的靈命在咱內面，有一條看不見總是永遠不能切斷的帶，就是你與
上帝的關係。這條生命帶要引導你一生的日子，到有一日當人肉體敗壞之時，你
的靈欲倒轉去創造你上帝的地方。人在世間，咱攏會有空虛、有追求、有永遠不
能滿足的時陣，因為他在那找求那條生命帶的來源，就是咱的上帝，在那一直找，
看來源在哪裡？今天上帝用 他的愛來吸引咱，互咱可以坐在此，咱知道這個與上
帝的關係的生命帶是非常重要，這條帶不能切斷，任何時候，這條帶若切斷，咱
就成為一個漂流、迷失在大海中如同船沒有了錨。
上帝的愛從老母來顯現在咱中間，所以這條家庭的生命帶，就是愛。上帝創
造老母成為一個來塑造、來影響咱一生的最重要人物，老母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
人。今天在座這些受上帝委任來做老母的人，我相信恁心內都有非常大的感謝與
感慨。今天我若問恁一個問題”若互你重新選擇恁人生的角色，你是不是欲閣做一
個老母？”恁絕大部分的人都會說”我欲”，恁不是不知道做一個老母的艱難、辛
苦、流眼淚及重擔，是因為恁知這個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欲來影響你的兒女。上
帝將這個責任交待互恁，老母的雙手，老母的影響力是最大的，老母成為上帝的
同工來養育、塑造兒女。
愛迪生（Thomas Edison）是一位世界最出名的發明家，他有一個聰明、賢慧
又了解他的母親。八歲入學三個月以後，有一天愛迪生的老師叫這位母親來學校，
對她說”妳的兒子資質愚鈍，有劣等感，阮無法教育他，請妳將他帶回去。”總是
這位老母親自成為愛迪生的老師，在家教他讀書，面對面上四年的課。一個晚上，
南施問他的子愛迪生說”把一磅的東西和五磅重的東西，從高的塔上丟下來，哪一
個會先落到地面？你知道嗎？”愛迪生說”我知，一定是五磅重的那一個”，老母也
沒告訴他答案，只對他說”你想清楚一點，實驗看看。”隔日愛迪生找來大小二塊
石頭，爬到高樹上，從樹上放落，連續做了幾次，結果都與他原先想的不一樣，
當他在奇怪之時，母親告訴他，這是位義大利學者伽利略從比薩斜塔最高處所實
驗出來的結果。愛迪生受他母親影響一世人，有超過 2000 多項的發明，1093 項專
利，其中對人類最有貢獻很大的有電燈、發電機、電池、留聲機、電報、電話、
電影。愛迪生說：
「我老母是塑造我的人，任何時候她就是漢呢信任我，我的成就
是出自於老母對我的信心，所以我一生不要讓對我有期待的老母失望。」列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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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青少年，設使你能夠在一生的中間，有幾項原則，保守你、帶領你到佇成功
的道路，這就是其中的一項，當你在年青的時，就會曉立志，
「我永遠無欲到這個
信任我、對我有期待的老母失望，若按呢你將會是個成功的人。」
在母親節的時我想起一個「麵粉囝仔」的故事，這位約翰在小漢時，家很窮，
但是他老母沒因為窮互他有自卑感，沒因為窮互他感覺他不如別人，一個聰明的
母親能夠互他小孩知道「人生的價值不在於財富，乃是在於你內在品格所產生的
影響力」
。約翰小時候上主日學很認真，有一次他在主日學得到一獎品需上台來領
獎，他真高興回家告訴他老母這好消息，沒想到他母親聽這消息有憂愁的面容在
她的臉上。他問他老母說：
「老母妳怎樣沒高興，我是因為做好才得到獎，不是因
為歹。」老母說：
「不是，孩子，我知道你表現很好，總是家中沒一件沒補過的衣，
可以互你穿上台領獎，你知道你的衣服都是補得很歹看，是否可叫你老師把獎品
直接互你，不必上台領？」他說：「不可」，後來他老母用一只麵粉袋給他做一件
新衣，當他上台領獎時，背後兩字「麵粉」洗不掉，許多小朋友在笑他，說他是”
麵粉囝仔”，此時，他回頭看見坐在最後一排他老母在那流眼淚，約翰在台上眼淚
也流下來，他想：
「我是做錯什麼事，大家一直笑我，連我母親也在那眼淚。」他
就在台上立志說：
「上帝啊！求你施恩互我，互我長大了後一世人不可做互我老母
憂傷，流目屎的代誌。」這位約翰後大漢成為一位傑出的市長。列位母親，請恁
知道恁對兒女的影響力是漢呢大的，上帝賞賜老母成為一個在世上最有影響力的
人在恁兒女的身上。
兄弟姐妹，什麼叫做「偉大的老母」？偉大的母親，不是在於所栽培的囝仔
都很有成就才叫做「偉大的母親」
，我相信今天在座每一位做人老母的都是偉大的
母親，在此我要向恁說”恁實在偉大”，因為我相信在恁的背後有多少眼屎、有多
少信心，有多少艱難的日子，總是恁在那勇敢堅持站起來，成為偉大的母親。上
帝選召老母，有些老母上帝互伊一片很好開墾的良田草埔，所以他只有撒落種子，
自然就是成長大欉，他不必很操勞，辛苦耕作，就有幾十倍、幾百倍的收成。不
過有時上帝選召這個老母是去負責開墾一片荒蕪土地，在那片地裡有許多石頭又
沒水供應，所以他撒落的種子長生慢收成又少，總是上帝在這兩種人的身上所要
互他們的報償是相同的，只要他們盡忠在那片土地。
在猶太人的社會，與咱台灣很類似的就是父母期待他們的兒子以後是醫生或
是律師，雖然這不一定是對，總是這是在說他們的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有一日一
位猶太人年青老母帶著二個孩子在公園散步，一個用車推的，另外一個 3、4 歲，
路邊的人看這二位囝仔很可愛，就與他們玩，問他們叫什麼名，老母說”這個是
Peter，那個是 James，一個是 Dr. Peter，另外一個是 James Lower”，漢呢小漢的囝
仔，甚至一個還在乳母車，老母就期待著看到將來一個醫生，一個是律師，這是
什麼意思？咱知猶太人的子孫，上帝特別有祝福，有成就在他們身上，這是他們
的父母會與上帝合作，一開始就對囝仔有很高的期待，會曉將子女放在上帝的手
中。
兄弟姐妹，當咱回顧咱信仰的過程，咱常常對上帝的愛無忠實，對上帝信心
搖擺不定，連最起碼禮拜日來教會參與禮拜，咱攏無法度遵守，不但上帝的命令
咱做不到，又常常埋怨上帝，總是這位上帝卻無因為按呢來離開咱，上帝說”他欲
用他的愛來愛咱，欲用他的慈愛來吸引咱；老父怎樣憐憫他的子兒，耶和華憐憫
敬畏他的人也是按呢；東離開西有多遠，耶和華互咱的過失離開咱也是許遠”，上
帝的疼就親像老父的愛，不止按呢，他又差聖靈親像老母來養飼咱、照顧咱，聖
5

靈就是咱屬靈的母親，當咱信主的時陣，祂來親近伊，感動咱；當咱生病的時陣，
他來醫治咱；當咱灰心失志的時陣，他來鼓勵咱，今天三位一體的上帝相及作伙
來扶持咱，當咱在母親節思念老母的愛的時，盼望咱會當又一遍用愛來回應上帝。
在主前 586 年巴比倫人攻破耶路撒冷城，將耶路撒冷以色列壯丁掠到巴比倫，
剩下在耶城是一些老少婦孺，他們在遐哭賴上帝說耶和華棄捨阮，主已經離開阮，
今天的經節，”錫安講：耶和華有棄拺我，主已經不記得我，婦仁人豈會不記得伊
吃奶的嬰仔，無憐憫他所生的子，他們豈採有不記得的，總是我無不記記你。”在
聖經以賽亞書有很多處上帝用父母的愛來表達伊對咱的痛，在這裡告訴咱，上帝
的愛永遠不改變，上帝的愛贏過父母的愛，請咱閣看四十六:3~4(現代中文譯本)”
雅各的子孫哪，要聽我的話；殘存的以色列人哪，都要聽。你們一出生，一出母
胎，我就關心你們。4 我是你們的上帝，我要看顧你們，直到你們頭髮斑白的時
候。我造了你們，也要養活你們；我要幫助你們，拯救你們。”上帝的愛在此表達
到無法度表達，就說”我從你出世以來就給你抱在懷中，背著你給你搖，一直到你
年老頭毛白之時，我猶原沒棄捨你，愛你、抱你、救你，這個上帝就是疼你的上
帝。今天上帝通過老母，互咱在家庭中受老母的養飼成長，在這中間老母也依靠
這位疼的源頭，上帝來引導扶持咱、鼓勵咱，在兒子身上放盼望，互咱行佇成功
的道路。
願上帝賜福咱所有的老母，在恁過去為著兒女所有的著磨不是空空，因為恁
是依靠上帝來與上帝合作，愈困難，上帝互恁的恩典，祝福也愈多。相及來祈禱。

＊聖詩探源＊
聖詩第 171 首 聖徒聚集主聖殿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Robert Williams(1781-1821)
作詞／賴特 Henry Francis Lyte(1793-1847)

作曲者 Robert Williams 為英國人，一生都未離開威爾斯。生下來時便已雙目
失明。為了要養活自己，便去學編織籃子。除此外，他的耳朵特別靈敏，對音樂
有直接的感受，加上聲音很好，只要讓他聽過一次便能絲毫無誤地唱出來，所以
更是位很好的音樂家。
本首的曲調名本為 Bethel，後來他改為現用的”Llanfair”。本詩的特點乃在
可以集體對唱，也是團體最愛吟唱的一首。
作詞者賴特生於蘇格蘭，在布立克教會當了 25 年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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