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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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是「大眾傳播奉獻主日」，總會傳播基金會派張宗隆牧師前來本會請安、
證道、報告。請兄姐關心媒體宣教事工之推展。
2. 第三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從 4 月 21 日(本週五)到 7 月 14 日止，本期參與受訓
者有王惠玲、王雅紅、蔡文華、曾正賢、盧金梅、蘇宏霖、張玉旻七位，請
於每週五晚上八時在松年會館上課。
3. 2017 年總會通常年會已於 18~21 日在台北馬偕醫院召開完畢，會中並選出第
62 屆幹部如下：議長：陳明志牧師，副議長：薛伯讚牧師，書記：張顯爵牧
師，副書記：阿布絲．打給絲非來南牧師，總會會計：黃伯棟長老。
4. 台中中清教會建堂募款福音餐會定 6 月 6 日(二)晚上六時在潮港城國際會議廳
舉行，餐會中有邀約藝人來獻唱福音詩歌及見證，另有義賣活動，每張餐券
1200 元，有意願請向曾青美幹事購買，協助中清教會募款（日期至 5 月 14 日
截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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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主日(30 日)第一堂禮拜後請小會員在小會會議室召開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
區硬體設備暨整修分工會議。
7. 台中市十字園召開第 10 屆第 13 次董事會暨第 12 次管委會聯席會議，日期：
5 月 6 日(六)10:00，在民族路教會 2F。請同工撥空出席。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6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5 月 14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賴承昊、張瑄樵、陳維理、陳楚云等 4 人。
大專院校：蘇凱琳、何建凱、喬禹傑、江榆婷、張碩恩、賴芝亦、張洸郡等 7 人。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四月份第 5 個主日(4/30)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獻詩的服事，請松年團契
會員在 4/23，4/30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於一樓松年教室練唱詩歌。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會員春季靈修旅遊活動，請會員踴躍參加。
(1)時間：2017 年 5 月 23 日(二)～24 日(三)，出發集合時間另行通知。
(2)行程：宜蘭知性二日遊。
第一天：5 月 23 日(二)各地出發⇒08:40 泰安服務區會合⇒英仕山莊午餐
⇒接駁中巴~馬告生態園區之明池森林遊樂區⇒美味晚餐夜宿宜蘭友愛大
飯店。
第二天：5 月 24 日(三)07:00 晨喚活力早餐 08:10 出發⇒08:50～10:10 羅
東教會靈修(羅東鎮民生路 82-5 號)⇒宜蘭伴手禮選購⇒美味午餐⇒12:30
～傳統藝術中心⇒美味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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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
【團契有部分補助】
(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4 月 23 日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5)報名：請向副會長徐澄榮執事報名。
3. 參加 5 月 2 日台中松年部三中會聯誼會的兄姐，請於 5 月 2 日當天 7 點 45
分集合於教會門口，7 點 50 分準時出發。早餐請自理。
三、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4/23)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2. 本日 10:40 召開主日學教員會議，地點：2 樓 A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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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聖歌隊東港教會靈修之旅，4 月 29 日上午 07:20 集合。請超過 65 歲的隊員攜
帶身份證。
五、第三期三福訓練
本週五(4/28)單元(二)生活佈道，單元(三)建立友誼。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訂 4 月 29 日 09:00~13:00，於柳原教會舉行主日學師資訓
練，請向蕭仁維傳道報名。
2.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5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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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200 元。請欲參加者向卓啓煌長老報名。
＊代禱事項＊
1. 為第三期三福受訓的講師及學員，13 週課程代禱。
2.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王曾寶蘭姐、許榮祥執事、
蕭麗華姐、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ê jio̍ k-thé, góa ê sim-tn̂ g, siau-bô, Chóng-sī Siōng-tè sī góa sim-koaⁿ ê
khùi-la̍ t, iā sī góa ê ki-gia̍ p tı̍ t-kàu éng-oán. (Si-phian73:26)
我的肉體，我的心腸消無；總是上帝是我心肝的氣力，也是我的基業，
直到永遠。（詩篇73:26）
(華語)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上帝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遠。（詩篇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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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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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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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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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暫停一次。
下次(5/6)由余燕儒長老介紹「馬雅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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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4/23(日)

4/24(一)

4/25(二)

4/26(三)

4/27(四)

4/28(五)

4/29(六)

詩 34~36 章

詩
37~39 章

詩
40~42 章

詩 43~45 篇

詩 46~48 篇

詩 49~51 篇

詩 52~5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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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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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陳祐陞

為我骨肉之親

路十六:19~31
羅馬書九:1~3

15

75
465
511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30

蕭仁維

士師列傳--參孫

士師記13:1-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3

胡翠峯

以利亞的信心

王上十七:1~16

37

72、343、
513

同上

＊下週金句＊
詩篇 86:15
＊上週講道＊
【在以馬忤斯的路上與復活的主同行】
路廿四:13~35
陳祐陞牧師 2017/4/16
今天是復活節，是教會最重要的一個節日，哥林多前書十五:14“基督若沒復
活，就阮所傳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耶穌基督今天若是真正活在咱中間，
咱是不是願意說”主啊！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在每一日生活中真正去經驗著我與
你同行。”今早上咱要從路廿四章來看有兩個門徒，在他們行向以馬忤的路中，復
活的主與他們相同行，咱欲從這段聖經來思想幾個問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二
個很重要的階段，但願這二個階段你都可以得到，耶穌基督來為咱死，流他的血
來洗清咱的罪，這叫做救贖，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也因為耶穌基督復活互咱得到
稱做義，所以咱不是只有罪得到赦免，咱又在上帝面前因為耶穌復活，咱就互上
帝稱做義人。救贖互咱的罪得到赦免，這是從過去來傾空；稱義就是上帝互咱穿
一件基督的義袍，稱你為義人，從遐開始你就去經驗有聖神踮在你裡面來充滿你。
所以不止只有赦罪還有稱義；不止只有傾空還有充滿；不止只有脫去舊的，還有
穿新的，這是基督徒信仰上兩個很重要的階段。設使咱若只有看重我的罪得到赦
免，按呢我就可以等候有一日上天堂，你就是只有行一半的路途而己，因為耶穌
基督救贖了你，就是欲互你稱為義，用他的聖神充滿你，互你行在義的道路。盼
望咱能夠了解，做一個基督徒，全備的救恩是什麼？全備救恩就是救贖與稱義的
平衡。
“與復活的主同行”在此我要與咱分享第一點就是“不可再用霧霧無明的眼睛
來看主”。在廿四:16 所在說到復活的主來與這二位門徒相行之時，他們不知伊是
耶穌，因為他們眼睛霧霧無明。兄弟姐妹！為什麼這二個學生，耶穌走在他們身
邊，他們竟然認不出來？我相信他們跟隨耶穌好幾年，曾聽過伊講道，認得耶穌，
也知道伊的聲音，總是在那日當耶穌來與他們相同行的時陣，他們竟然不認得，
因為他們的眼睛霧霧無明。是按怎會按呢？因為他們所看見的是他們自己的期待
與盼望來破滅，他們期待耶穌是彌賽亞，來拯救他們脫出羅馬政府的統治，總是
這個他們所期待的耶穌，竟然互人掠去釘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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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會當想像這幅圖，這二個學生從耶路撒冷回去，在路上是垂頭喪志，目睭
看土腳、憂憂愁愁，沒有盼望，在那個時陣這位復活的主來近倚他們，在遐有憐
憫，有同情、有慈愛。兄弟姐妹，復活的主常常出現在咱的身邊，你豈知？
A.J. Golden 是前美國加州神學院的院長，有一次他在禮拜六晚上準備道理，
準備到很疲倦，坐在椅子上睡著了，他夢到一個夢，夢到他站在講台上在講道時，
看到一個陌生人走進教會坐在中央右邊的所在，他一直想要看那人的臉，但是他
看無，但是當他在講道中他感覺一直被那個人所吸引，當他禮拜息他走下講台要
找那位陌生人，為什麼這個人的臨到互他感覺這麼不相款，總是當他走到那個所
在已經看不見那個人，他就問旁邊的弟兄說“剛才有一位很特別的陌生人坐在此，
你知道他是誰嗎？”那人告訴牧師“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牧師說“耶穌來，你為什
麼沒把他留下來，互我來向他請安？”這個人說一句話，成為 Golden 牧師影響他
一生很重要的一句話，那句話是按呢說“不必煩惱他今天有來過，以後他也會再
來”，Don’t worry！he is here today, he will be here again.”耶穌今天在此，以後他會
再來！兄弟姐妹！當你每一次來參加禮拜的時，你有期待耶穌在此嗎？你有相信
耶穌在此嗎？從那天開始，Golden 牧師說他每一場的講道他認為耶穌在那啲聽，
不知耶穌對我今天的講道有滿意嗎？不可再用霧霧無明的眼睛來看耶穌。
二、用信心來與復活的主相及行。請你看廿四:25~26“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
人啊，先知所說一切的話，恁的心怎樣許 oh 信啊！基督受這些艱苦，來入伊的榮
光，豈呣應該嗎？”人常常欲用理解來明白基督的作為，人所期待的就在世間一帆
風順沒有苦難，每件代誌上帝都能照咱的禱告來給咱成全，總是上帝的方法是從
十字架到榮耀，這就是你與復活的主同行的信心，從十字架到榮耀。人的心太鈍
了，有時陣無法了解上帝的作為，請你特別注意 26v“基督受諸個艱苦，來入伊的
榮光，豈呣應該嗎？”在此有二個字是受苦，另外一個是榮耀，當你與復活的主同
行的時，你要常常將這二字放作伙，耶穌行各各他受苦的道路，但十字架不是終
點，復活、榮耀到佇上帝的所在才是終點，通過苦難人才會看到榮耀。保羅是一
個將苦難與榮耀看到很清楚的人。在整個保羅書信中就是在教咱看兩字，受苦與
榮耀。兄弟姐妹，設使咱都會當與耶穌基督相及來看這個榮耀，在苦難背後的榮
耀，你就會當經驗你是與主在一起走，那個復活的主在你旁邊給你說”苦難不是終
局，榮耀才是終局”。
兄弟姐妹！為什麼咱的信心是漢呢鈍，不能相信耶穌所說的話，致教咱無法
經驗復活的主與你同行。只有靠著信心與主相行，咱才會看見與主同行的這路是
一條得勝的道路。Norman Peeler 牧師是在紐約一個講道很有氣力的牧師，他常常
在電視上邀請人在電視前跪下來接受主。照一般人想像，在電視下接受主有功效
嗎？沒人把你按手祈禱豈有功效？有一日一個 20 年酒徒 Paul Hardson 過去他人生
互酒所綑縛實在很艱苦，當他看到 Norman 牧師講道，就接受他的邀請，在房間內
跪在電視前來接受主，這就是信心，你要經驗活活的主，你就的確要有這款的信
心，敢給他信下去，敢相信這個主是真的，神的活命進入他裡面。他成為基督以
後就開始有負擔要傳福音，本來住在德州後來搬來加州，他對主說”主啊！我的生
命是你互我，互我成為一個基督徒，我要為你做工，請你給我說，我欲怎樣去做。”
有一日他在外面看到一間已經荒廢沒人在禮拜的教堂，他就去問人，找幾個朋友，
閣給它油漆整修，開始召人去禮拜，自己在遐帶領，教會人數就愈來愈加添。一
個本來是互酒綑縛沒盼望的人，竟然會當因為信心，與復活的主相及行來得到勝
利。兄弟姐妹，今天有多少人在撒但綑綁下面他們真正是需要耶穌基督，需要活
活的主臨到佇他們的中間，咱教會也有許多人因為有經驗到這位活活的主，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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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用愛心來服事，這個主是人人都需要的，是充滿疼與憐憫的主，他歡喜來與
你行人生的道路，無論你有什麼憂愁煩惱，你有什麼無法解決的困難，他都能夠
來幫助你。
三、你與復活的主所行的道路是勝利的道路是充滿喜樂及見證的道路，
32~35v”他們就相及講「路裡，伊及咱講話，開拆聖經的時，咱的心豈無熱嗎？」
就即時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抵著十一個學生及同佇啲的人聚集，啲講：
「主果然
復活，也出現互西門看見。」二人也講起佇路裡所抵著的事，及佇擘餅的時怎樣
認得伊。”你要按怎去經驗你是與復活的主相及行，你就是要去行見證的道路，
本來是欲回去去 兜，沿路垂頭喪志很灰心，遇到復活的主就心中火熱起來，沒
回去自己的厝，回頭向耶路撒冷行，要做什麼？見證！為什麼你一直不能感覺主
是活的，因為你失落了起頭對主火熱的心，耶穌基督來就是回復你那種火熱的心，
人需要代先有火熱的心，才會當為主來做見證，與復活的主同行，你著要行見證
的道路，來見證這個主確確實實是活著的主。
有人說基督教是一個悲情的宗教，耶穌，一位三十幾歲的壯年人，受人鞭打、
吐沫、戴刺蕀，雙手雙腳互人釘在木頭上，透中午互人吊在十字架上，在巴勒斯
坦的山頂日頭是相當炎熱的，肉體傷口的痛，血一滴一滴流下來，最後死在十字
架上，真正是悲情的宗教。但是主耶穌死後三天有復活，打破了黑暗的勢力，為
全人類帶來盼望，在悲情中間為咱帶來光明，愛與盼望，這就是基督教。
今天是全宇宙中真神只有一位，所有的宗教都是用人的方法來找上帝，總是
那條路不通，只有上帝的子耶穌基督來世間為咱死，擔當了咱的罪來給咱開這條
路，互咱與上帝復合，復活的主今仔日臨在在咱中間，給你說”我的子，我疼你，
你不免經過這麼多的疑問，就是單純來接受我的疼，你就要經驗我與你相及行”。
但願施恩的主今天在咱中間，對咱說話，同心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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