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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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為母親節暨設教 117 週年感恩禮拜，一、二堂合併舉行，請名
譽牧師洪伯宗主理，時間：上午 09:30。會中並送全體母親一份禮物。
2. 本主日禮拜後，請小會員留步至小會會議室，有事討論。
3. 2014 年度的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4. 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將於 15 日(五)19:30 開訓，共有六位受訓者，受訓者及
禱告伴名單如下：余燕儒（呂明玲、蔡憲仁）、楊凱成（陳佳萍、劉雅玲）、
卓孟佑（許允麗、卓聖育）、宋承祐（林彥宏、顏姿叡）、
廖寶蓮（劉美緻、盧金梅）、羅寶玉（賴麗月、潘哲雄）。
5. 本主日(5/10)花材由徐澄榮執事奉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有需要前往探視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公
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二、服務委員會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2014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今日(5/10)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張瑄樵、張碩恩。
大專院校–蘇凱琳、何建凱、王苡融、王苡蓁。
三、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1. 本週例會因母親節暨設教 117 週年感恩禮拜，暫停乙次。
2. 松年部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大會，日期：5 月 29 日(週五)上午 8 點 30 分至下
午 2 點。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電話：2386-3322）
。
四、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傳道靈修組訂於 5 月 16 日(週六)上午 09:00~12:00 舉辦避靜靈修會第三場先修培
訓課程–講師：嘉義中會林子內長老教會蕭瑞巧牧師，講題：走進心靈故鄉，
敬請兄姐踴躍參加，報名請洽辦公室曾青美幹事（5/10 截止）
。
五、第一期三福訓練（導師：陳祐陞牧師）
本週課程：(一)單元一–裝備信徒，單元二–佈道生活，單元三–建立友誼。
(二)講道大綱背記。
六、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5/10)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壹書四:7~21。
2. 5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5/10

高智雅

張豐智/楊茗鈞

劉雅玲/潘哲雄

5/17

陳育茹

張豐智/張以諾

羅寶玉/楊凱成

1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郭柿娘

何秋萍

郭柿娘

何秋萍

七、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一、二、四週第一堂禮拜結束後練詩，第三週獻詩。請姐妹踴躍參與。
八、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2015 年手鐘團招募新團員，有興趣學習手鐘及有意願奉獻服事者，請向
簡安祺幹事報名。每 3 人為一組，會安排參加新生訓練，已報名者請等候通
知上課。
九、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五月份例會，時間：5 月 17 日 10:40，地點：2F 長執會議室。邀請張榮璋弟
兄主理，主題：
「生活芳療–基本的刮痧與肩頸按摩」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十、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1. 慶祝母親節，本合唱團訂於 5 月 11 日(一)晚上 7:30~8:30 於本教會大禮拜堂
舉行感恩禮拜、見證及發表會 , 邀請兄姐前來參加，與所有的家長們共度佳
節，同沐主恩。(晚上 6:30 開始備有茶點，與家長們交誼 )
2. 每周一晚上合唱團練習時間 7:00~8:00，於松年會館有安排老師與家長們的分
享時間。5 月 4 日將邀請文華高中圖書館主任蔡淇華前來分享學生的性向與異
質力 (2014 年師鐸獎得主)。5 月 18、25 日將邀請東海大學幸福家庭推廣中心
張資寧、曾惠花牧師分享喜樂的人生與家庭生活。邀請各位兄姐前來參加。
十一、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中寮教會訂 5 月 31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60 週年暨林庭樂傳道師封
牧就職第二任牧師感恩禮拜。
2. 台中中會傳道部訂 6 月 14~15 日(週日~週一)舉行第二次長執訓練會，地
點：6/14 磐頂教會，6/15：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主題：「新媒體宣教研
習會」
，費用：500 元/人，限 250 人，5 月 15 日前向王姐妹報名(02)2882-2370
轉 223。
3. 吉峰教會訂 5 月 17 日(主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7 週年暨周志亨傳道師封
牧就任第四任主任牧師、顏曉菁傳道師封牧就任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兒童夏令營–「耶穌陪我 Fun 暑假」
，時間：7 月 13~15
日，地點：埔里水頭山莊。費用：1500 元（5/24 以前優惠 1200 元），6 月
7 日截止報名。請洽成如慧傳道師 2201-6454。
5. 台中中會青年部【第 11 屆中中青少年探索營—告白】，時間：7 月 24~26
日，地點：謝緯紀念營地。費用：2500 元，請至 http://goo.gl/forms/Rs9eLi5ynF
報名。
6.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行【青年騎蹟 150】單車探索護照系列活動，時間：5 月
23 日(六)07:00~15:00，路線：柳原長老教會→大社長老教會（來回約
32km），費用：200 元。報名網址 http://goo.gl/forms/ZXrZbvJ74v。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莊水發兄、楊蘇英妹長老（跌倒）、林義耕兄、蘇宏霖弟兄。
2. 為主日學的增長代禱，請兄姐帶家中小朋友參加，關心子女的信仰傳承。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使這些兒童成為教會的祝福。
4. 為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代禱。
5. 為尼泊爾強震災難，援救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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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In-ūi lâng ēng sim sìn, tì-kàu tit-tio̍h gī; ēng chhùi jīn, tì-kàu tit-tio̍ h kiù.
（Lo-má 8:28）
因為人用心信，致到得著義；用嘴認，致到得著救。（羅馬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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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1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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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雄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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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陳正雄

起造健康的
家庭

路加:二:41-52

20

66、433、507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17

陳祐陞

延伸的愛

馬太
廿五:31~46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20

陳祐陞

向著標竿直跑
(十一)

腓立比
三:8~16

251

同上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5/10(日)

5/11(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17:20~26 18:1~11

5/12(二)

5/13(三)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8:12~27

18:28~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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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四)

5/15(五)

5/16(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9:17~30

19:31~37

19:38~42

＊上週講道＊
【論審判的日子】

太廿五:31~45

陳祐陞牧師 2015/5/3

堂
，

咱不知曾在安靜、靈修禱告的時，問主說”主啊！你要我在世間為你做什麼？”
我相信你很希望對主來聽說，他要你為他做什麼？我相信你很希望主對你來說，
他要你為他做什麼？今仔日咱欲對馬太廿五章來看，就是當你問他說”主啊！你要
我為你做什麼”的時候，他所欲互咱一段的話語，這是主受掠進前對學生最後的教
導。從馬太廿四章開始耶穌在遐一直強調一件代誌就是「有一日他要再來審判這
個世界」
，咱在很煩忙的世界很少去想到以後的代誌，耶穌在此提醒咱，有一日他
欲再來審判這個世界，在那個時候，他欲根據什麼來審判？在馬太 24、25 章給咱
說起審判的根據：第一、他所託付咱的你是不是有忠心，不論他託付你的是大代
誌或是小代誌，你是不是有盡忠去做。第二、他欲看你不是有儆醒，預備迎接主
再來。第三、他欲看所交互你的恩賜，你是不是有好好善用。第四、就是今日咱
所欲說你有將基督的愛分到佇人的中間嗎？這是一種延伸的愛是更大的愛，不是
只有疼你所認識的人，自己的親人與朋友，是耶穌基督所要求去疼你所不認識的
人，不值得疼的人，所忽略的人，有需要的人的身上。耶穌說當他再來時，他欲
分別所有的人做二邊，右邊的人是當 in 在世間的日子，in 會曉將上帝的疼來分互
那些欠缺、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穌對 in 說”恁會當進入上帝所要賜互恁，永恆的國
度”，是按怎按呢？因為耶穌在遐說”因為我餓，恁曾互我食，我口乾，恁曾互我
飲；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赤身露體，恁互我穿；我生病，恁看顧我；我在監裡，
恁看尋我。”意思就是說當咱在世間將上帝的疼擴大到佇那些需要的人的時，上帝
看重你這種的行為。耶穌又向左邊的人說”恁這些受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魔鬼為
你所預備永恆的火”，為什麼呢？因為恁在世間的日子只有為著恁自己來活，從來
不曾將上帝的疼來分出去。今仔日咱來相及來想這個問題，
一、這是耶穌的命令，不是你自己的選擇。不是恁自己說我因為有餘，所以
我會曉去幫助人，這是上帝的命令。請你看利未記十九章 9v-10”恁收割田的五穀，
田的角頭呣通割到盡，磕落的也呣通拾。葡萄園果子呣通挽了了，也呣通拾葡萄
所落的果子；著留互喪鄉人及出外的。我是耶和華–恁的上帝。”上帝在舊時就命
令以色列百姓，當 in 收割的時就要故意不可割了了，田的角頭就要留下，互那些
出外人，互那些喪鄉人可以去拾那些麥仔來吃；當葡萄收成時不可挽了了，著要
留一些給那些需要的人，落在土地頂上不可拾起來，要留互欠缺的人，意思是什
麼？上帝看顧那些需要的人、欠缺的人、喪鄉的人及寄腳的出外人。上帝也要他
的百姓會曉替上帝去照顧這些需要的人，上帝本身就是這款疼人的上帝。
二、耶穌看你所做的，不只是做在那些人的身上，乃是做在耶穌身上。咱看
這些人真奇怪，對耶穌說”阮也不曾看你在監裡，阮也不曾看你沒得吃，阮若知一
定會互你穿、互你吃”，耶穌回答說”我實在給恁說，恁既然行伊佇我兄弟至微細
的一個，就是行伊佇我。”意思就是做在一個至微小兄弟的身上，就是替耶穌做。
UCLA Leon Pat 教授曾寫一本”坐九號公車往天堂”，這本書中他說有一次他去歐
洲，有一日在一所在看到 Bus 牌子寫”往天堂”他真好奇就想說我來去天堂看嘛，
後來他坐上巴士，原來巴士載 in 去一個很美、清靜、有山有水，全部攏種花草的
所在遊覽，這叫做坐九號巴士往天堂。他回來後一直在思考這句話，到底人說的
天堂是什麼款的所在，就是有上帝出現，有上帝臨在的所在就是天堂，有上帝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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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是有疼的所在就是天堂。in 是從義大利移民來到美國，小漢時隨他父母剛來
的時家庭很困窮，但是他父母互他的教示就是做人的價值就是要會曉去疼人。做
1 疼就是你會熱愛人
人的尊嚴就是沒給歹環境來影響你的人格。他說疼是什麼？○
生，就是無論你去到何處，你對生命的熱愛，會帶互別人這就是愛。咱看有一些
人每到一個所在，在 in 週圍的人就親像黑雲罩倚來，聽他`說幾句話人生就若灰色
的。愛就是熱愛生命，你到每一個地方都互人感覺人生是可貴的，生命是寶貴的，
2 他說愛就是自重，會看重你
親像一點點的蠟燭火也能夠帶光明到佇人的中間。○
自己，因為有自重人就會尊重你。Leon Pat 他在 UCLA 開一門課就叫”Love”，有
一些學生感覺好奇就去選這門課，結果許多學生受感動，成為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成為一個很愛分享疼互人的人。他鼓勵學生到每一個角落要注意你周圍的人，你
周圍的人或許因為你一句話可以來改變 in 的生命，或是你一點的鼓勵動作互 in 從
失志中又活起來，這就是延伸出去的愛，將上帝互你的愛擴大到你所看到的人的
中間。
有一日，一個女孩子來教會找 F.E Meyell 牧師，對牧師說”牧師我拜託你一件
事，明天我那個受關監的父親要出獄，我知道他放出來以後若沒有人幫助他，他
很快會再回去找他那些酒伴，我請你到監獄門口歡迎他，請他吃一頓飯，替他禱
告，鼓勵他，互他行佇正路。”這個代誌是一個小小的代誌，哪裡知道上帝藉著這
件事來互 F.E Meyell 牧師對所有監獄犯人有負擔，在他一世人接觸過 5000 個從監
獄出來的人。他就照著這個女孩子的要求，去到監獄找典獄長，告訴他，明天有
一批人要放出來，請容允我請 in 吃午餐，典獄長說好！，他就在第二天到佇獄前，
不止請這個女孩的父親，也請所有那天出獄的犯人到餐廳吃飯，在遐用上帝的話
勉勵 in，給 in 鼓勵，不止如此，Meyell 牧師又四界去替這些人找工作，他在他日
記中這樣說”我做這件事不是沒有困難，我也曾想過，那一日我若不去監獄，我也
不必與這些監犯有往來，但是上帝臣話臨到我說”小子，這是我要你去做的，你有
困難，但是我與你同在，我欲祝福你。”因為通過 Meyell 牧師的所做，互這 5000
個人中間不知有多少人重新對 in 的人生有盼望又有氣力，咱的上帝就是這樣，有
時也用一小點點的代誌是為著要託付你更大的責任；有時互你遇到困難，是為著
要互你更加大的祝福，他說咱做上帝的百姓，不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驚惶失
志，就不要與主行在這款愛人的行列中。
喬治米勒幫助過 1000 個孤兒，為什麼他能夠在一生中間幫助過這麼多的孤
兒，因為有一日他坐在厝內，外面正在下雪，他從窗戶看出去，看到一對兄妹在
雪的中間不夠穿很冷，兩人牽手發抖在路中間，他知道這對兄妹的父母在不久前
去逝，那時他在遐對上帝禱告說”上帝請求你互我氣力，能夠幫助這款可憐無父、
無母的小子，他就出去帶這對兄妹入來他的厝，在遐開始從二個孤兒到一世人幫
1000 個孤兒，有困難嗎？有！因有好幾次遇到沒食物來互這些囝仔吃，麵粉桶裡
面空空，沒法度做麵包，但是上帝有與 in 相及佇啲嗎？有！曾有一次廚房的人來
找他給他說”喬治！咱中午沒麵包可排在桌上，怎麼辦？”他說”不要緊！照常排桌
仔，互囝仔坐桌”，然後他叫所有的同工集合來祈禱，當 in 在那祈禱完的時，聽到
外面叮噹的聲原來是一台馬車從遠遠來送互 in 整台的麵包，in 給他說”你送不對所
在，阮沒訂麵包”這個車伕說”是因為有人訂太多吃不完，說要送來孤兒院互恁
吃”。不是沒有困難，是在困難中能夠去經歷到上帝的同在，這款的人是有福氣的，
你若因為驚困難，自己設限不敢踏出去，你就 當去經驗上帝要互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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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東里港有一間孤兒院叫做「信望愛孤兒院」
，這個創辦人王師母曾受政府
表揚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個模範女士。我有時會想咱教會內這些少年團契、主日
學學生可以在暑寒假帶他們去遐住幾天，in 一定更能體會有父母照顧、有家庭的
寶貴，為什麼一個很平凡的婦人會來開始這款愛、關懷的工作？她本來住在屏東
內埔的所在，有一次一個太太去逝，留下二個很小的囝仔，因為這先生白天需要
做工賺錢，就將這二個小子導來互王師母照顧，對這樣開始，王師母心內想說，
在這附近可能還有親像這款囝仔需要人來照顧，就這樣愈來愈多人將囝仔帶來互
她照顧，後來他對上帝說”上帝說，我這世人歡喜為你來照顧一些無父母的孤兒。”
他開始對政府申請，後來政府將在里港河川後面一片沙石地，互她去開墾經營，
一個婦人沒錢要怎樣，代先搭簡單的竂仔，將這些囝仔移到遐，
今仔日，從那間孤兒院出來的囝仔已經超過 500 人，現在在遐有一間教堂，又有
整列的厝及教室。兄弟姐妹著將上帝互你的疼擴大到佇需要的人的中間，耶穌基
督說”因為我餓，恁曾互我吃；我在監裡，你來尋我”。耶穌基督用本身來代替這
些受苦的人。
求主互咱在這世間，有福氣來替上帝負擔，來疼那些有需要的，軟弱的，欠
缺的人，對按呢來經驗到那個疼的上帝，永恆的神，祂將他無限的愛來移到佇咱
中間，咱都是領受上帝無限的疼的人，咱也願意成為上帝疼的通路來互主使用，
同心來祈禱。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464 首 福音鐘聲的大鳴
作曲／S. Wesley Martin
作詞／同上
這首詩歌的歌詞中有一句話是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這段話是”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台語聖
詩為了押韻，將詞句稍微修改了一下。本詩作曲和作詞者均為 S. Wesley Martin
，然其生平無從查考，故這首詩的來源也無法知道。
宇宙中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將人帶到真正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說，神藉
著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啟示世人，使我們了解到雖然人類號稱自己為萬物之靈，而
其實是空無所有，但在這樣的情勢下，祂又賜給人類一個新的起頭，使我們能依
靠祂，向前邁進。基督徒進步得快或慢，全在乎他們的相信和順服，而不是視他
們本身天然方面有何勝人一籌之處。記住，單純的相信並順服這宇宙中唯一的真
神，我們就會由心中自然地發出數說不盡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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