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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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為「教社奉獻主日」，請兄姐關心並為教社事工代禱及奉獻。
2. 會友家中如果有 1989、1997、1998 等三年和會手冊者，請提供(借)給陳祐陞
牧師，以利整理教會 30 年來（1985~2015）聚會人數資料。
3. 本會門徒造就班將於 8 月 21 日~11 月 13 日舉辦，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五晚上 8
點~9 點，共十二堂課程，邀請此次三福受訓決志者、全體長執及弟兄姐妹來
參加。本禮拜五(8/28)舊約聖經歷史講師為羅光喜牧師。
日期

主題

講師

日期

主題

講師

8/21 一、舊約聖經歷史

羅光喜

10/2 七、近代宣教運動

黃伯和

8/28 二、舊約聖經歷史
9/4 三、初代教會史

羅光喜

李信仁

王貞文

10/16 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10/23 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

9/11 四、新約聖經歷史

曾昌發

10/30 十、柳原教會史

卓孟佑

9/18 五、新約聖經歷史
9/25 六、宗教改革

曾昌發

11/6 十一、信仰造就
11/13 十二、信仰造就

陳正雄

楊順從

李信仁

陳祐陞

4. 九月 6 日召開長執、團契聯席會，商討教會第四季事工，請各委員會先自行
開會後提出相關議案，並請各團契推薦執事候選人名單。
5. 本週六(8/29)因參加以便以謝教會設立感恩禮拜，當日早上讀經禱告會暫停一
次。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本週六（8/29）要參加以便以謝教會設立感恩禮拜的隊員，當天早上 08:20 在教
會集合，08:30 準時出發，請自行攜帶詩歌本及詩袍。
二、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8/23)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6:56~69。
2. 本日(8/23)第一堂禮拜後，召開主日學同工會議，請同工出席。
3.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8/23

陳佳萍
何秋萍

葉美玲/蘇凱恩
張榮璋/蘇凱恩

余燕儒
廖寶蓮

盧金梅
盧金梅

郭柿娘
郭柿娘

高雅智
高雅智

8/30

三、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許榮祥執事家庭、潘陳敏姐。
2.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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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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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訂 9 月 8 日(二)上午 9:30 舉行 2015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典禮，主禮：
陳祐陞牧師，請兄姐關心、代禱、踴躍參加。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
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
2. 9 月 9 日(三)醫藥健康常識–「失智徵兆」
，由台中醫院歐欣儀個管師主講，
陳榮爝牧師主講聖經人物的祈禱–「摩西與哈拿」。
3. 感謝何鈺潔姐妹幫忙設計招生簡章。
五、台中．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即日起開始募集新團員，對象：幼稚園大班~小學六年級學生，名額：20 名。
請於 9 月 4 日(五)前至教會網站 www.liuyuan.org.tw 報名。費用：每月 400 元
/人(全勤者全額退費)，甄試日期：9 月 5 日(六)14:00，地點：柳原教會。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教材研習會」
，日期：8 月 29 日(六)09:30~12:30，地
點：篤行教會，費用：200 元。
2. 大專學生宣教中心新生迎茶會 9 月 1 日 15:00~19:00，地點：柳原教會。
3. 中中教會與社會事工部訂 9 月 19 日(六)08:30~12:00 於三一教會舉辦急難救
助 CPR 訓練會，請向耿明德牧師報名(TEL：2222-7683 轉 103)，9 月 12 日
截止。
4. 中中婦女事工部訂 9 月 12 日(六)10:00~14:00 舉行「下一站幸福」~熟齡聯
誼會（37 歲以上），地點：福野日本料理，費用：1,000 元。內容：A.為何
要有婚姻生活 B.健康的婚姻生活。報名請洽 cjhung0130@yahoo.com.tw 洪
秀貞 0928-657790，9 月 1 日截止。
5. 2015 第二屆全國社青讀經營–「在台灣中心呼喊愛」
，時間：10 月 9~11 日，
地點：謝緯紀念青年營地，費用：2200 元（含食宿）
，8 月 31 日截止報名，
額滿為止。請至 youth.pct.org.tw 填寫報名資料。
6.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淨川（綠川）環保大活動，時間：9 月 20 日(日)下午
3~4 點，費用：150 元/人（包含淨川毛巾、環保袋、總會志工服務證書內
政部志工服務時數證明）
。8 月 24 日截止，額滿為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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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湯秀長老娘、林義耕兄、梁祈錫執事、董又溶
姐妹(車禍)、卓東源兄、潘陳敏姐。
2. 近日世界各地不斷爆炸發生，求主將平安、和平賞賜互世間。
＊本週金句＊

Tio̍ h siông-siông tiàm-tī Chú lâi hoaⁿ-hí; góa beh koh kóng i, Tio̍ h hoaⁿ-hí.
（Hui-lip-pí 4:4）
著常常踮佇主來歡喜；我欲閣講伊，著歡喜。（腓立比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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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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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日)

8/24(一)

8/25(二)

8/26(三)

8/27(四)

8/28(五)

8/29(六)

新
眼
光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6:1~11

6:12~20

7:1~9

7:10~16

7:17~24

7:25~40

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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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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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本週(8/29)暫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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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耶利米
卅一:31~40

8

36
431
513

上帝
十條誡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8/30

陳祐陞

用約來建立
家庭

第二堂
華語禮拜

8/30

陳祐陞

父親的愛

路加
十五:11~24

2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2

陳祐陞

異象中的宣教

徒十:1~23、
34~35

20

254A

同上

3

＊上週講道＊
【願恁平安】
創二:7、約廿:19~23
陳正雄牧師 2015/8/16
當我們弟兄姐妹相遇的時候，常用「平安」來問候。這「平安」是一種祝福，
在告訴我們感謝上主使我們有平安見面；同時也在提醒我們基督徒的使命和責
任：就是讓住在台灣的人民、同胞能享有平安。尤其在民間信仰多數的台灣，每
到農曆七月就有人怕怕的，今天是七月初三。因此，有作家寫「平安的七月瞑」
的詩歌，你我基督徒就應當讓許多台灣的民眾經驗著「平安」在我們的生活中。
「平安」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人在生活中的各種關係達到和諧圓滿；它包
括著人與上主、人與自己、人與別人、人與大自然的這四種關係達到和諧」，就
是「shalom」平安的情境。
今早所念的經文記載耶穌的門徒在耶穌被釘死之後，繼續利用他們曾舉行最
後晚餐的閣樓聚會。但是他們卻擔心陷害耶穌的手段，可能就會輪到他們身上，
恐怕猶太公會會派人來捉拿他們（19節門緊緊地關著，因為他們怕猶太人）。就
在那時耶穌突然出現，而且用他們慣用的問候語對他們說：「願恁平安」。這話
的意義比「願恁脫離患難」更有意義。而且正在驚惶、絕望中的門徒得到了信心
與鼓勵。我們就從耶穌的問候語「願恁平安！」
一起來學習這信仰的功課：
一、平安是上主的祝福（19節）
耶穌復活的那天晚上，他們聚集在一起。想到他們整天找不到耶穌的屍體，
也不知道這屍體為何失蹤。因為，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大早去墳墓，看見墓門的石
頭給移開。她去告訴西門彼得和約翰，而他們去墓地，也沒看到耶穌。只是約翰
看到墓穴沒有人，他描述「他一看見就信了」表明他知道耶穌曾說過的話。之後，
馬利亞也告訴門徒，她已經看見了主，且傳達了主對她說的話。他們仍然失望甚
至要絕望，更怕猶太人來，所以門緊緊地關著。耶穌竟然出現向他們問候說：「願
恁平安！」又把他的手和肋旁給他們看，來證明耶穌已經勝過死亡復活了。這復
活的盼望、平安賜福給全人類。所以，使徒保羅在他書信中提到「我已經有將我
本身所領受那個最重要的信息傳給恁，就是照聖經所記載，甚督為了咱的罪死、
埋葬；又照聖經所記載，他第三天復活。」（林前十五3~4）又說「若基督沒復活，
如此我所傳（宣揚）的是空空，恁的信心也是空空。」（林前十五14）所以，耶
穌說：「願恁平安」是初代基督徒的見證和祝福，確信主所應許的–時刻與我們
同在。
二、平安是責任和使命（21節）
耶穌第二次向門徒問候說：「願恁平安」又說：「正如父親差遣了我，我照
樣差遣你們。」這句話告訴我們：1.耶穌基督需要我們（教會）–基督的身體。基
督藉著教會來繼續祂還未完成的工作。2.教會需要耶穌，一個奉差遣的人，需要那
差遣他的人，（如葡萄樹的比喻參約翰十五5~10）。3.耶穌差遣教會，就像上主
差遣耶穌一樣，是順服。當耶穌決定騎驢進入耶路撒冷（約翰十二12~19），正應
驗先知的預言（撒迦利亞九:9）順服上主所預備的。接著雖然有希臘人要求見耶
穌，耶穌回答說：「人子得到榮光的時到了。」表明順服。把智慧的話傳授給他
們說：「一粒麥子若沒落地死，仍然是一粒而已；若死，就結很多麥子。（約翰
十二24）就是順服上主的決心。
三、平安就是有能力擔負起它的責任和使命（22節）
說完，祂向他們吹氣，說：「領受聖神！」。無疑的，約翰想起了從前創世
的故事。「上主將生命的氣吹進人的鼻孔，他就成為有生命的人。」（創二7）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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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西結在死谷見到枯乾的骸骨，上主對我說：「必朽的人哪，你要向風（氣息）
說預言…從四面八方吹來，吹進這些軀體，使它們活過來。」（以西結卅七 9）
耶穌復活後，應許聖靈慰助 要來（約翰十六 7~15）。教會領受了聖神，就
像重新受造。
今天是教會與社會紀念主日，回想 44 年前 1971 年 12 月 17 日咱總會發表了
「國是聲明」
。因為當年的 10 月 25 日聯合國通過「接納中共取代台灣在聯合國之
席位」的議案。這聲明是以基督信仰為基礎，重申人權的尊嚴，反對任何國家對
我國的一切出賣行為，對國內則建議民意代表全面改選。這聲明得到美國國務院
來函表示重視，重承諾與台灣維持友好關係。又如 40 年前，1975 年 11 月 18 日發
表了「我們的呼籲」呼籲全體教會及信徒關心國家大事，並為國家所面臨的危機
迫切禱告。在 38 年前的 1977 年台灣又再次面臨危機，當時美國國務卿計劃前往
中國，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憑著基督徒的信仰良心，表達教會對
國家存亡之責任與關懷，總會於 8 月 16 日發表「人權宣言」，是本著對自己國家
與同胞深切的愛心，所發出的呼聲。很不幸的是政府當局似乎不想了解教會的心
意，大眾傳播工具更是惡意曲解，以致教會忍受了空前的誤會與壓力，但事實卻
證明我教會的諍言是真理。如今台灣的政治情勢如何孤立與困危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
所以當我們在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時，我們告白：
「阮信，教會是上
帝百姓的團契，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復釘根
在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最後又告白：
「阮
信，上帝使人有尊嚴、才能，以及鄉土，來有份於祂的創造，負責任和祂相與管
理世界。對如此，人有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制度，也有文藝、科學，復有追求真
神的心。總是人有罪，誤用這些恩賜，破壞人、萬物與上帝的關係。所以，人著
倚靠耶穌基督的救恩。祂要使人對罪惡中得著釋放，使受壓制的得到自由，平等，
在基督成做新創造的人，使世界成做祂的國，充滿公義、平安與歡喜。阿們。」
這阿們是「從心所願」的意思，就是耶穌向咱說：「願恁平安」。咱才能與台
灣的住民分享主的平安，你說對嗎？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324 首 大家勇敢同齊腳步
作曲／蘇利文 Arthur Seymour Sullivan(1842-1900)
作詞／毛克禮 Norman Macleod(1871-1872)
蘇利文爵士的作品已為後世所肯定，其中所流傳下來的，仍以教會音樂為最
廣，且內容最為豐富，本詩為其中一首。作曲者蘇利文為英國人，父親是位音樂
家，小時候便參加皇族禮拜堂的聖歌隊，並開始作曲。曾在英國及德國讀音樂大
學，後來在教會擔任司琴，及音樂學院的院長，作曲的教授，指揮交響樂團，最
後得到音樂博士學位更受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頒賜爵位的殊榮。
作詞者毛克禮為 19 世紀初期英國最為著名的傳教師，1838 年於愛丁堡大學畢
業後，被封牧成為牧師，1869 年成為總會會長。
本詩詞句的內容是以約書亞記一章 9 節”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一
段為基礎所寫。我們常常了解神的救恩是什麼，但是對於神的認識，卻從未有個
人的經歷，等唱完這首詩歌，也許你會發現，神真正是我們的避難所，也是我們
最大的能力，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否願意信靠祂，往火焰的荊棘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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