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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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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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3/31)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學院派院長–王崇堯牧師前來本會
請安、報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請兄姐關心、代禱。
2. ★本會吳煦哲弟兄於 3 月 20 日上午五時蒙主恩召，告別禮拜已於 22 日舉行，請大家為
遺屬代禱。
3. ★本會許榮祥執事於 3 月 21 日凌晨零時 22 分安息主懷，享年 88 歲，請為遺族代禱。
告別禮拜訂 3 月 30 日(六)下午 14:00 於本會舉行。
4. ★本會林啓超執事於 3 月 21 日上午四時安息主懷，享年 88 歲，請為純珠執事及
遺族代禱。告別禮拜訂 4 月 6 日(六)上午 10:00 於本會舉行。
5. ★台中市十字園 2019 年清明追思感恩禮拜訂於 4 月 4 日(四)上午 10:00 於埔里園區教堂
舉行，全日並開放供家屬追思緬懷親人、會後敬備自助餐點分享；敬邀兄姐參加，如須
乘坐交通車請洽辦公室或董幹事 0920-460-938 並繳交 100 元交通費，額滿為止。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1. 本日禮拜後 10:40 於 2 樓 A 教室召開主日學教員會議，請兒童主日學同工參會。
2. 本日(3/17)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 2F 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以賽亞書
55 章 1~9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3 月 31 日松年合唱團於禮拜中獻詩，請團員於 3 月 24、31 日早上 08:00 於松
年會館練唱（試穿新詩袍）。
2. 松年部舉行春季靈修旅遊–宜蘭二日遊，時間：4 月 23 日(二)~24 日(三)。行程：
第一天：青蛙石天空步道、濱海朝日園區、夜宿礁溪山泉溫泉大飯店、靈修。
第二天：仁山植物園、試吃宜蘭特產、縣政府空中花園漫步。
費用：3000 元/人（契友有補助）
，請向書記–林政義長老報名，3 月 24 日截止。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今日(3/24)第一堂禮拜後舉行例會，司會：程玉珍，主理：張榮璋，專題：
「春季芳
療保養」
。地點：1F 松年會館。
四、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而就學於神學院及一般公私立高
中職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之申請。
1. 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高中職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
五分以上（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
院各科系等比照大專院校）。
2. 有參加少年團契的國中生及有參加主日學國小生由輔導及校長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3. 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75 分或甲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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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將於今天(3/24)下午 1:00，假 2 樓 A 教室聚會！歡迎參加。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黃雪嬌姐妹。
七、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弟兄）
這期新的課程剛開始，請各位兄姐代禱：求主興起，聖靈動工願意將自己擺在祭壇
上，成為聖潔、合乎主使用的器皿；手鐘團能順利招募新血，有更多的團員加入。
八、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主題：
「家園與照顧~小米方舟
的啓示」
，時間：4 月 13 日(六) 09:00 ~ 15:00，地點：忠孝路教會舊堂（東區忠
孝路 288 號），費用：200 元。請向婦契會長–陳佳萍執事報名。
2.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復活節(4/21)舉行洗禮聖禮典，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2. 為五月 25~29 日關懷緬甸宣教事工代禱。
3.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7~7/5）代禱。
4.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5. 為吳煦哲弟兄、許榮祥執事、林啓超執事的遺族代禱。
6.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Jîn-chú kàu m̄ sī beh chhe-ēng lâng, sī beh hō͘ lâng chhe-ēng, koh hiàn I ê
sìⁿ-miā lâi sio̍ k-hôe chōe-chōe lâng.（Má-Khó 10:45）
(台語) 因為人子到，呣是欲差用人，是欲互人差用，閣獻伊的生命來贖回多多人。
(馬可 10:45)
(華語)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馬可 10:45)
＊下週金句＊
詩篇廿七:1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24(日)

3/25(一)

3/26(二)

3/27(三)

3/28(四)

3/29(五)

3/30(六)

經節

伯
14~15 章

伯
16-17 章

伯
18-19 章

伯
20-21 章

伯
22-23 章

伯
24-26 章

伯
27-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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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3/30)早禱會由余燕儒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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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6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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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王崇堯

尋求意義

約翰福音
三:16

2

292
195
402

上帝
十條誡

3/31

王崇堯

尋求意義

約翰福音
三:16

-

-

同上

4/3

耿明德

盡忠到路尾

申命記
卅四:1~12

29

20、622、395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上週講道＊
【人靠什麼而活】

出十六:13~26

陳正雄牧師 2019/3/17

我們讀出埃及記講的是史上最大的一次逃脫行動。有兩百多萬名奴隸逃離當時全
世界最強盛的國家–埃及。從人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可能辦到的大事，其中有些很不尋
常的故事發生。
出埃及記在希伯來文聖經的卷名是：
「他們的名字。」英文聖經的卷名是 Exodus，
從希臘文 exodus 字面的意思就是：
「出口」
，出去的道路。出埃及記在告訴我們，這個
民族歷史的起點，以色列人因此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雖然
他們還沒有自由的國土，卻有了國名：以色列。所以要慶祝出埃及事件，吃逾越節晚
餐，來講述上帝的大能作為。
以色列人發現他們的神是創造宇宙的神，能為了以色列人的緣故來控制祂所造的
萬物，他們也相信他們的神比埃及一切的神更有能力。從先知以賽亞的預言可以看出，
他說：住在錫安，居於耶路撒冷的百姓啊，你必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聲音施恩
給你，他聽見的時候就必應允你。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
師卻不再隱藏，你的眼睛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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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卅:19~21）
當這位神呼召摩西的時候，對他說：
「我確實看見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也聽見了他們因受監工苦待所發的哀聲：我確實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從那地上來，到美好與寬闊之地。到流奶與蜜之地，…現在，
看哪，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這裡，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現在，你去，我
要差派你到法老那裡，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出埃及三:7~10）然後，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永有的差
派我到你們這裡來。」（出埃及三:14）
從摩西接受這位自有永有的神呼召造成出埃及事件，告訴我們，今天每個猶太家
庭每年都要慶祝逾越節是為什麼？這個節期儀式已經傳好幾千年，也在告訴我們，以
色列人靠什麼而活！是靠這位自有永有的神。
今早我們從十九世紀的蘇聯大文學家托爾斯泰，寫了許多以聖經教訓為基礎的短
篇小說。其中的一篇就是：
「人靠什麼而活？」故事的起因是上帝差一位天使去人間取
一位婦人的靈魂（我們不知什麼？）
。天使看見那婦人剛剛生下雙胞胎女嬰，奄奄一息
的躺在床上，當她看見天使要來取她的靈魂時，放聲痛哭，懇求天使不要在這個時候
取她的靈魂，因為她的丈夫三天前才被倒下的大樹壓死。這天使看到此種慘景，不忍
心下手取她的靈魂，就空手回去見上帝，上帝看他空手回來，大為震怒（上帝為何生
氣，我們也不知道原因）
，立刻摘下他翅膀，把他丟到人間，並要他在人間找到三個問
題的答案，才可以回到天上。這三個問題就是：一、人有什麼？二、人不知道什麼？
三、人靠什麼而活？
一、人有什麼？
那個時候正是寒冷的冬天，有一位鞋匠叫西門的，利用下午出外去收帳，在一個
街角發現一名流浪漢赤身露體躺在路旁，西門看他冷到發抖，就可憐他，脫下他的外
套大衣給他穿，帶他回家。回到家時妻子想天還沒黑，怎麼那麼快就回家，卻帶一個
流浪漢回來，確定沒收到帳，大為發火。可是看到那個流浪漢可憐的模樣，西門的妻
子突然心軟，就趕快到廚房把準備好的晚餐拿出來一起享用。那時候流浪漢頭一次露
出笑容，因為他找到了第一個答案。那就是「人有憐憫心和愛心、惻隱之心。」
二、人不知道什麼？
這位天使因為沒有地方可去，所以就留在西門鞋匠的家幫忙做鞋子和修理鞋子。
有一天來了一位高頭大馬的富翁，自備了一塊上等皮件，要西門為他做一雙長筒鞋，
並要求保證一年不會裂線、不走樣，否則要告他們失信，把他們關進監牢。西門就把
這件工作交給天使，他立刻把那皮件剪成死人要穿的拖鞋。等到西門發現的時候，拖
鞋已經完成了，西門又氣又急，要如何向客戶交代？要去哪裡拿上等皮件來賠人家？
就在西門生氣的那時，那富翁的僕人突然氣急敗壞衝了進來，告訴西門，不要做長筒
鞋，改做拖鞋。因為他的主人在回家途中，忽然暴斃在車上。原來當富翁說，要做一
雙鞋，保證一年不會裂線、不走樣的時候，天使看見富翁的後面站著另一位天使，準
備要來取走富翁的靈魂。於是第二問題的答案就找到了。那就是「人不知道身後的事
情。」
三、人靠什麼而活？
天使在西門家住了六年之後，有一天，來了一位穿著高尚的婦人，帶著一對雙胞
胎姐妹來訂製鞋子，兩個小女孩長得很可愛，可是其中的一個一隻腳瘸了。西門問說：
「這是怎麼搞的，難道是天生的嗎？」婦人就道出這對雙胞胎姐妹的可憐身世：
「六年
前，小女孩的父親在伐木的時候，不小心被大樹壓死。三天後，她們的母親生下她們
之後也死了，斷氣時將身體壓著小女兒的一隻腳，等到鄰居發現的時候，小女孩的腳
4

已經瘸了。由於她們無親無戚，而我也沒有兒女，所以我和丈夫商量後，就由我們領
養。」婦女一邊說一邊流淚，顯露出真正疼愛這二個女孩，聽到這裡，西門的妻子，
也嘆了一口氣說：「俗語說的好，人無爹娘還可以活，沒有上帝就活不了。」「人是靠
上帝而活」正是第三個問題的答案。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經過摩西與法老經過十次的爭論到第十次的災難，頭胎的人畜
都死，才讓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十二:37）從蘭塞一直步行到疏割。不計算
婦女和兒童，光是男丁，就有六十萬人。
今早的經文 18 節告訴我們：
「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因為是上主在以色列人從守逾越節出埃及來到曠野的四十年間所供給的食物。在向我
們今天新以色列人的你、我來見證：人是靠這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自有永有的天
父上帝而活。

＊本日講章大綱＊（你通平安倒去）
平安是牧師講道前及基督徒見面互相請安用詞，也是主離開世間前互咱的一份禮
物，人卻因憂愁、驚惶讓我們失去了平安。耶穌復活後對學生所說的一句話也是“願
恁平安”，我們要如何找回失落的平安？
一、不住的禱告（撒母耳上卷一:12~18）

二、遇到不得已的事，求主赦免（列王紀下卷五:15~19f）

三、生病或為罪失去平安時尋求主耶穌（馬可五: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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