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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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是「大眾傳播基金會奉獻主日」，由新平教會蔡士緯牧師前來
本會請安、報告並主理一、二堂禮拜。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新平教會。
2. 請以下兄姐至辦公室領取加洗的相片：江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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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參加禮拜六上午 08:10~09:00 禱告會，為國家、教會、家庭關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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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週探訪王耀宜長老、何童雪娥姐、朱碧琴姐及林義耕兄（入院）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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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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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費用：每人 400 元，有意參加兄姐請於 4 月 30 日前向詹淑靜長老報名。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4/19)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廿四:36b~48。
2. 4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4/19

何秋萍

葉美玲/楊茗鈞

羅寶玉/卓啓煌

4/26

洪泰陽

葉美玲/楊茗鈞

余燕儒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洪泰陽

劉雅玲

洪泰陽

四、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本主日(4/19)10:40 舉行四月份婦契例會《及第二季慶生會》，地點：2F 長執
會議室，邀請勵馨分享的主題：「查某人來開講」–女人不獨白；講師：張
玉芳社工師(性別倡議專員)，司會：葉美玲執事，司琴：黃金鈺執事，歡迎大
家一起來關心婦幼事工。敬請顧問及委員於會後 11:40 召開委員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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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1. 聖歌隊在這個禮拜六(4/25)舉行”奇美博物館靈修之旅”，請參加的兄姐 06:20
集合，06:30 出發。
2. 請年滿 65 歲的兄姐及學生帶身分證、學生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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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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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事工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上午 8:30~12:00，於草屯教
會舉辦 CPR 急難救助訓練。請向教社組卓聖育執事報名。（此次受訓有頒
發證書）
2. 竹山教會訂 5 月 17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10 週年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教育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20~14:30，於篤行教會舉辦總會夏季
學校雙教材訓練會。費用：100 元，講師：盧俊義牧師、許曉涵傳道師。請
於 4 月 21 日前向成如慧傳道師報名 2201-6454。
4. 「從民俗談福音」民俗轉化研習會，時間：5 月 25 日(週一)~27 日(週三)，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8 號)，費用：4500 元(含住宿)。
詳洽(02)2362-5282#257 王靜觀小姐。5 月 11 日截止。
5.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辦財務人員實
務研習會。費用：250 元/人，4 月 20 日前 200 元/人。請傳教師、財務負責
人、出納、簿記(會計)、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財團法人董事等踴躍參加。
6. 總會教社委員會舉辦「2015 年日本災後重建義工團–義工招募計劃」
，日期：
7 月 1 日~9 月 10 日止，共分五梯次，每梯次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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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柿娘姐、楊蘇英妹長老（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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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五~七月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八~十月門徒訓練）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 8 時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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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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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5 人

＊本週金句＊

Góa ēng pêng-an lâu-teh hō͘ lín; góa chiong góa ê pêng-an siúⁿ-sù lín; góa
teh hō͘ lín, m̄ sī chhin-chhiūⁿ sè-kan teh hō͘ lâng ê khoán. Lín ê sim bo̍h-tit
peh-pak, ia̍h bo̍h-tit kiaⁿ-hiâⁿ.
我用平安留啲互恁；我將我的平安賞賜恁；我啲互恁，毋是親像世間啲互人
的款。我的心莫得迫腹，亦莫得驚惶。(約翰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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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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陳正雄

在愛中
漸漸長大

以弗所
四:1~16

17

67、174、515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26

陳祐陞

邀請耶穌進入
你家

路加十
九:1~10

21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9

陳正雄

猶太人耶穌

馬可六:1~6

1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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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日)

4/20(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10:7~21 10:22~30

4/21(二)

4/22(三)

4/23(四)

4/24(五)

4/25(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10:31~42

11:1~16

11:17~27

11:28~44

11:45~57

＊聖詩探源＊
聖詩第 67 首 我心讚美上帝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雪巴德 F.L.Sheppard(1852-1930)
作詞／巴布科克 M.D.Babcock(1858-1901)
唱或讀這首詩的人，可以因此更加欣賞自然界的美麗。作者巴布科克，以稱
讚的方式來描寫天父的世界，供我們日常享受，該詩共有六節，普通只選用三節。
在這首詩詞內的第一、第二節中，完全是稱讚從天然所看到的榮耀，然而第
三節則另有一個意思，就是說到現在這個世界雖然似乎充滿了罪惡，而且在人的
眼光看來，好像惡勝過了善，但神仍然坐在寶座上掌權。雖然善與惡彼此爭戰，
可是耶穌已付上代價，至終大獲全勝。因為祂的救贖大功，不但使我們在日常的
生活上，得勝一切自私、貪婪、惡慾，並且有一天，祂要降臨，親自管理一切，
那時萬事都要顯明這是天父的世界，因此神的榮耀，就普遍於全世界了。
作曲者雪氏對音樂雖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卻有精湛的造詣，在他事奉的教
會擔任司琴，對教會音樂熱愛不衰，曾被推選為編輯委員協助出版長老會 1911 年
版「聖詩」
。雪氏自稱此曲並非自己創作，而是採自英國的傳統曲調，至於和聲部
分則是美國近代作曲家兼風琴家巴尼士所作，雖較雪巴德原譜難於演唱，但也較
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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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為著福音的緣故】

林前九:13~27

陳祐陞牧師 2015/4/12

前一陣子一個咱教會姐妹提醒我，慈濟事件對善男信女的捐獻款使用問題，
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他要我有機會互咱知，長老教會與慈濟有什麼不同。長老
教會來台灣已經 150 年，咱有 1250 多間教會，還有許多大小機構，用教會來說，
所有的奉獻都很清楚每週刊登週報（有問題更正）
，每年會員和會手冊上都很清楚
列出，教會和會時會選出查帳員，不止教會帳目，連各團契、機構都會撿查，而
且每年要送中會檢查，有時國稅局也會用電腦抽件檢查，所以長老教會收支的帳
目可說是公開透明，這是與慈濟不同之處。第二點，教會的牧師也沒去接觸到教
會的錢，意思是沒經手教會的帳款，150 年來長老教會有一套很完整的管帳制度，
不是牧師說怎樣就怎樣，這是咱與慈濟最大的不同的所在，在此我特別報告互咱
知。
咱回到咱今早上的主題，「為著福音的緣故」
一、基督徒一生著常儆醒，為著不失落上帝呼召咱的目的，咱要常常問自己
一個問題，”在我有生之年，是不是願意互上帝來使用我？”咱的答案若是”是”，
咱著要求主互你的生命成為有路用，要用福音來做中心，來調整你的腳步。保羅
在此有一個很清楚的宣告”逐項事，我欲因為福音來行，互我有份在福音”。保羅
三次說到「為著要得著人，為著得到卡多人，為著及人相及有份佇福音。」保羅
一再想的，就是「欲怎樣將福音的好處分互別人，欲怎樣互自己成為主使用的器
具」，甘心做眾人的奴僕是為著要得到卡(愈)多人。
基督教神學是一種”僕人的神學”，因為基督教是上帝取奴僕的形狀，成為人
來到世間，用最卑微的方式來屈低自己，順服到佇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這是
是基督教的精髓。上帝沒用世間人的方式，人追求權柄、勢力、地位，所以恁要
來降服我，服事我，上帝不是這樣。所以「成為奴僕的形狀」是凡若欲互上帝使
用的人，所必須學習的第一步。
保羅原本是一個很有學問、有理想的人，若欲用人來誇口，他至少有 8 項可
誇口，1.在肉體上他是出世 8 日受割禮。2.在血統上他是希伯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3.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掃羅王族）
。4.宗教派別他是法利賽人。5.迦瑪列的學生名
門正派。6.熱心來說是逼迫（窘逐）教會。7.照律法的義是無縫可嫌。8.他曾受提
到第三層天。總是在他信主以後，他不以這些來誇口。
他開始用奴僕的形狀來服事主，四處去傳福音，雖然互人反對、關監、受打，
到處過著卑微的生活，無論受多大的綑綁、艱苦，他攏為著福音的緣故甘心忍受，
這就是僕人的神學。有一年長榮中學畢業典禮，蘇進安校長親自替學生洗腳，意
思是今天你自此間學校出去，你要成為社會人的僕人，我校長來洗恁的腳是表示，
恁也著親像按呢走出學校去服事人群、社會。我相信這個印象會留在學生心中長
長久久，校長親自洗阮的腳。相款耶穌在最後晚餐中間也為著他的十二個學生洗
腳。兄弟姐妹，在咱今天社會中大家攏愛做大，每個人攏愛用他的權勢、地位來
要求別人，但是基督教不相款，咱今天若要將福音傳出去，咱著代先成做奴僕的
款式，學習謙卑在主面前，在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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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心做眾人奴僕，向什麼款的人，我就成做什麼款的人，無論如何，攏
是為著要救人，得到人。咱台灣話有一句俗語”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這句話
好的方面是說人口才好，另一方面是形容人的詭詐，但是保羅在此所說”我向什麼
款的人，我就成為什麼款的人”他背後有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為著要救人。保羅
在此提起當時社會四種人。1.猶太人。2.律法下面的人。3.沒律法的人是指法外之
民的外邦人。4.軟弱的人，為著得到這些人，他就成為什麼款的人。
今天在咱所住的這個社會，咱也可以與保羅相同分析在咱的周圍有什麼款不
同的人，你要怎樣向你周圍的人來傳福音，但是保羅說：
「向沒律法的人，我就做
沒律法的人，是為欲得到沒律法的人，其實我在上帝面前並不是沒有律法，在基
督面前，正正就是在律法下面。」有時咱若為著傳福音的緣故，明知別人做不對，
你也跟著做，這就不對了，咱不應該失落在基督面前，互上帝管理的身份。方法
可以不同，但是原則要堅持，譬如說未信者真致意的一件事就是祖先祭拜，是不
是基督教可以在拜祖先、祭祖上面放卡寬鬆，准信徒拜祖先，若按呢，基督徒人
數會增加，是不是按呢？咱不可以沒原則，方法可以變但原則要堅持。為何不可
拜祖先，咱應該要說明互因了解：1.人死後不是變為神。2.人紀念祖先有很多方
法，可以用追思禮拜，可將先人信主過程用文字記下使子孫思念，這些都是追思
紀念的方法，但是人不可拜祖先，方法可變但原則、真理不可變。今天傳福音可
變的方法也很多，有人是來教會打乒乓球來信主的，也有人是早上公園運動認識
介紹來信主的，也有人是透過教會團契辦的旅遊來信主的。我以前一直很羨慕一
些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就將福音傳給別人，親像理髮、坐火車、等飛機短時間內就
將福音的好消息傳給人，帶人來信主，1994 年我在台南東門教會受三福訓練後，
我也敢也有法度將福音用真有系統、條理，清楚的介紹互人，在談道訓練中將基
督教福音講敘、分著恩典、罪人、上帝、耶穌基督、信心，很有系統的整體一次
互你很容易了解、記住在你的心內，當你記住了後，你也能夠很容易的來介紹給
別人。教會在 2000 年的宣教事工，已經不是靠一些大型的佈道會，乃是靠個人談
道佈道，今天咱既然知道福音的寶貝，咱也曾親身體驗過咱所信的上帝是活活的
上帝，咱就要將它傳出去，這是有責任的基督徒所應該去做的。
兄弟姐妹，教會不只是要互咱感覺很舒服，真溫暖而已，教會是要互咱經驗
到上帝的同在，又感動咱能領人來教會，為著人的改變來歡喜的所在。若是有一
天咱中間沒又有新的朋友，每星期看來看去攏是這些老面孔，那時咱教會就會失
去活力。今仔日上帝的福音要藉著咱來傳開，這是一件很興奮的代誌。你是不是
要互上帝通過你來互教會奮興來活起來，為著福音，為著救人的緣故，來做伙打
拚，成為上帝的同工，為著得著人，上帝欲通過咱在世界行使祂的作為。
福音是上帝臨到世間，來救所有有罪的人。對什麼款的人，咱就成做什麼款
的人，凡若所行的攏是為著福音的緣故，求主光照咱不可成為只是禮拜日的基督
徒，求主使用咱，來經驗他的奇妙，為著福音來興奮、歡喜、快樂。同心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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