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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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4:00 舉行 2018 年度事工研討會，請全體長執（含新當選執事）務
必參加，地點：長執會議室。
2. 本會訂十一月 26 日感恩節主日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成人、小兒）、堅信禮及
外教派會籍轉入本會信仰告白。有意願者請於今日至幹事辦公室填寫申請表，成
人受洗及堅信禮者需於本週六(11/25)下午 2:00~5:00 在 1F 松年會館接受信仰造就
課程。（本次已報名如下–成人洗禮：連幼紋、許泠欣、楊玉英、王家富。
堅信禮：吳煦哲、吳和娟。小兒洗禮：卓詠晨。會籍轉入〔長老宗〕：蔡翠英、
江林淑真、陳平祥，〔外教派〕：吳子弼、吳張惠美、董玉樹、張貴芳、陳正榮、
曾愃筠、陳竑愷、陳柔伊、謝信男、林錦雪）。
3. 下主日(11/26)感恩節禮拜國、台語兩堂合併於 09:30 舉行，當天禮拜中邀請柳原
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獻詩，請兄姐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
4. 台中市十字園訂 11 月 25 日(六)上午 09:30 召開第 11 屆第三次董事會，地點：
柳原教會 2 樓小會會議室，敬邀牧師顧問及管理委員會主委、董事同工撥空參加。
5. 聖誕糕每塊 25 元，口味：話梅、鹽雪、綠豆，欲購買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並繳
費，12/3 截止。
6. 「120 週年紀念冊編輯小組」會議，時間：12 月 2 日(六)09:00，地點：松年會館。
請小組成員：許明暉、蕭仁維、蔡文華、劉惠芳、何中亨、劉美緻、楊凱成、
余牧茵出席。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11/19)成人主日學 10:30 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士師記四章 1~7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週聚會主題：聖誕節表演節目練習曲。 地點：1 樓教室 2，時間：11 月 19 日
上午 10 點半。請姐妹踴躍參加！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請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秋季靈修旅遊的兄姐，
（會員 11 人、非會員 8 人）於 11
月 21 日上午 7 點 10 分在教會門口集合，早餐敬請自理，天氣已經轉涼請多帶
保暖的衣服，祝旅途愉快。
2. 教會慶祝聖誕節松年團契準備一項表演節目，節目由團契委員邱一雄長老帶
領，請團契的帥哥美女們共同來參與，團契委員一定要參加。第一次的練習在
今天禮拜後集合練習。
四、手鐘團（團長：高雅智姐妹）
2018 年度團長：高雅智，副團長：鄺豫麟，會計：陳佳萍。
五、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105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12 月 10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賴承昊、陳楚云等 2 人。
大專院校：江榆婷、張洸郡、張碩恩、賴芝亦、蘇凱琳、喬禹傑等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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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11 月 26 日(日)14:00~17:00，地點：
草屯教會（草屯鎮中正路 826 號）
。講員：鄭英兒牧師，講題：長老教會傳統與
精神、法規與憲法、問與答。
2. 大肚教會訂 12 月 3 日(日)15:00 舉行陳建廷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七任牧師
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聖樂團&台中．柳原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共同演出「嚴冬下的玫瑰」慈善
音樂會，時間：12 月 3 日 19:30，地點：水湳浸信會(西屯區中清路 2 段 213 號)，。
4. 空中英語教室與天韻 年度聖誕晚會，台中場地點：台中東海靈糧堂(西屯區福
科路 243 號)，時間：12 月 11 日(一)19:30。11 月 1 日起請至各基督教書房索票。
＊代禱事項＊
1. 為設教 120 週年，教會園區整建工程順利及奉獻代禱。
2.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洪盧有蘭
姐、何建凱同學、林昱慧姐、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林敬峯兄。
＊本週金句＊
(台語) hō͘ lí ê chín-chè ún-ba̍t; chiū lí ê Pē, kàm-chhat tī ún-ba̍ t ê, beh pò-tap lí.
（Má-thài6:4）
互你的脤濟隱密；就你的父，鑑察佇隱密的，欲報答你。（馬太6:4）
(華語)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 6:4）
＊下週金句＊
馬太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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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11/25)由
廖寶蓮長老介紹「伊利沙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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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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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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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7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19(日)

11/20(一)

11/21(二)

11/22(三)

11/23(四)

11/24(五)

11/25(六)

經節

加 4-6 章

帖前 1-5 章

帖後 1-3 章

林前 1-4 章

林前 5-8 章

林前
9-12 章

林前
13-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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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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同上

合堂
台語禮拜

11/26

陳祐陞

感恩節的禮物

林後九:6~15

13

300、
奇異恩典、
513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29

蕭仁維

尊耶和華的名
為聖

出埃及記
20:1-7

29

173，452，511

＊上週講道＊
【因為基督的疼激勵咱】

林前九:16~19、林後五:14~15

陳祐陞牧師 2017/11/12

哥林多後書五:14 使徒保羅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咱”，我相信使徒保羅一定有相當
的感受才會說出這句話，今早上咱欲用”因為基督的愛激勵咱”為主題，分為三點：一、
愛的經歷 二、愛的期待 三、愛的動力，來思考保羅在信仰上的心路歷程。
一、咱代先來看保羅對主所領受”愛的經歷”。咱都曾被人疼過，當你靜靜回想你
從小漢出世到今天有多少疼過你的人，有許多咱印象很深，永遠無法忘記的代誌，我
記得我 7~8 歲時在林森路教會上主日學，那時很頑皮，上課不認真還會捉弄人，一個
女老師有一日用腳踏車載我到中台神學院，還帶我進入學校禱告室，跪在地上為我禱
告，我不知她是不是有禱告讓我以後當牧師，但是一個主日學老師對學生的愛，使我
到今天，60 年後還留下極深的印象，這是一種愛的經歷。
一個人個性的形成與他成長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受較多疼所培養出來的人與在艱
苦困境中成長的人，這二種人的人生觀有時會很沒相款，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的教授 Coli
Burn 小時候母親是一個酒鬼，每日喝酒，喝完就打這個囝仔，父親在鐵路公司作工，
常常搬家，曾一年搬四次，所以囝仔無法度適應環境。有一日老母喝酒後，用槍放在
他頭殼頂”你再搗蛋，我就給你打死”。有一次欲從 Minisoda 要再搬家，他在車上問他
母親”媽咪，為何咱欲閣搬厝？”母親說”你若不搬，就給我下去”，就將這個囝仔推下
車，後來他互人撿去養，從那天開始，他就離開家庭。有一日在電視上看到 Pub Wood
在唱歌，他是一位電影明星，唱那首歌 He is good(耶穌是好)，歌中說”今天還有什麼
會比接受耶穌更好”，這首歌深深打動 Coli 的心，接著他的厝邊導他去主日學，接受
耶穌基督的救恩以後，生命改變，他的人生成為無相款，後來認真讀書讀到博士，在
大學做教授。有人問他”Coli 你還會怨恨你的父母嗎？”他說”我若想起我小漢情景的
時，互我不能沒怨恨與生氣我的父母，當時這樣來對待我，總是當我想到主耶穌用他
的疼一步一步引導我，主的疼給我遮蓋，今天我一點都無怨恨，我唯一在想的就是欲
怎樣將主的疼給播揚出去，互人與我相款也會當經驗到耶穌基督的疼。
使徒保羅在此是按怎會當說”因為基督的疼激勵我”？保羅原名掃羅是一個反對耶
穌是基督的人，在前往大馬色欲掠信耶穌的人，在道路上互耶穌的光來照他，原本應
該死，雖然是按呢，主耶穌猶閣在遐牽他的手，對保羅說”我欲使用你”，所以保羅在
羅馬書五:6~8 講”因為咱猶久軟弱的時，基督就照所訂的日期替有罪的人死，因為替義
人死的 oh 得有；替好人死的豈採有人敢。若是上帝顯明他本身疼咱的疼痛，因為咱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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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做罪人的時，基督替咱死，上帝的疼就在此向咱顯明”。兄弟姐妹，今天或許有人敢
為著自己的理想，堅持信念，甘願犧牲自己，咱看鄭南榕先生為著台灣的民主、言論
自由，來關自己，閣撥汽油互火燒死，有！有這種人，總是沒人是為著罪人來死，獨
獨咱的天父，為著疼咱這些罪人，歡喜差他的子耶穌基督到佇世間，出世在馬槽，取
奴僕的形象，在世間用 3 年半的時間將上帝的疼給伊顯明出來，你想看看，耶穌只有
用 3 年半久傳教，釋迦用 45 年來傳講他的教義，耶穌是傳上帝的疼、犧牲的疼，最大
不同的所在在叨落？就是這位耶穌為著人類的罪來死在十字架上，死、埋葬、三天復
活。
兄弟姐妹！基督為著疼咱來犧牲生命，保羅本身曾經歷到復活的主，在大馬色路
中當天頂的光來照保羅的時，主說”掃羅，掃羅你啥事窘逐我？保羅應說”主啊！你是
誰？”主說”我就是你所窘逐的耶穌”，這就是保羅第一次所經歷到的耶穌。
兄弟姐妹，在你所經過的日子，你曾經歷過主的疼嗎？當咱回顧咱一生之時，你豈曾
想過我是一個什麼款的人？今天竟然成為上帝的兒子，會當坐在此來敬拜上帝，在我
過去生病的時主醫治我；佇我受傷痛苦的時，主安慰我；在我失敗困難的時，是主牽
我經過，今日我會當成為何等的人是主的愛及主的憐憫，所以第一點”愛的經歷”即是
主的愛臨到你，選召你，閣互你成為上帝的兒子。
二、當你對主領受”愛的經歷”以後，主在你身上對你有一種”疼的期待”。所以保
羅說”現今所活著的不閣是我，是主在我裡面來活這就是”活出基督”。這是主對咱的期
待，主期待你、我為著他來活。咱欲按怎為他來活？代先你要接受他的疼與他復和。
今天咱中間或許有人還沒信主，主疼你，他期待你與他和好，當你與他復和以後，你
才會當來互主使用，你若沒與他和好，就不能互主使用，主為你來死，為你所做的一
切，你若歡喜接受他的疼，然後他欲將這個疼來托付你，互你也會當去傳互人與人分
享，這是一種主對咱疼的期待。
今年八月中咱教會與嘉義浸信會教會一共 20 人前往緬甸短宣教，中間有四天阮去
到緬甸東北腊戌，從腊戌再坐二點鐘大巴士沿滇緬公路去到木梆教會，那中間除了義
診外，還對 166 人傳福音，扣除已是基督徒 44 人外，其餘 122 人當中有 76 人決志接
受耶穌做他們救主，真正是很累的工作，20 位同工中有 17 人上吐下瀉，不過能參與
這種的事工是很有價值又歡喜的事。在十月中阮有接受木梆教會傳來的消息，他們教
會自從我們離開後每個禮拜聚會人數平均增加 36 人，真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逐時
代通過人的做工，互伊的教會得到興旺，也互咱能回應主對咱”愛的期待”。
兄弟姐妹！上帝是漢呢疼咱，他也對咱有一個疼的期待，所以保羅說”我若沒傳福
音就有災禍啦！因為基督的疼激勵咱”，主互咱在世間的年日有偌久咱不知，咱要掠逐
日做寶貝，雖然有時做主的工做到很無閒，有時也會有無力感，主說”有我的恩你就夠
額，我的恩典欲佇人的軟弱來成”。保羅在接受主以後他有經驗到主的疼，主的期待就
是要咱與伊和好，續落去要咱勇敢接受主所托付互咱的事工。
三、疼的動力是對佐位來？咱看保羅每一次遇到逆境的時他就是用祈禱來連結佇
主，用祈禱來振動主的手，主對他說”呣免驚，我與你同在”。兄弟姐妹！今天咱的教
會就是要有主的同在，若無就咱所做的欲歸佇空空，咱本身也相款，主若與咱同在咱
就沒驚惶，保羅因為有主疼的激勵，有主的同在，每一次當保羅軟弱的時，主就賜他
氣力。你想看嘛保羅三次傳福音，2000 年前在土耳其、以弗所、腓立比，很多都是曠
野，當時也沒有飛機、汽車，攏是用走的，一站走過一站，行到腳起泡，猶久為主盡
忠做工，不止做工，閣受迫害，猶太人的迫害，外邦人的迫害，甚至互人用石頭擲到
親像死啊，在這款的下面，保羅猶久在遐為主盡忠做工，那個動力是對佐位來？除了
祈禱之外，就是基督的疼來激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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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457 年德國有一個 John Pohoma 這個人發起兄弟會來為主傳福音，就是有一日 ‘
他看到一幅圖，耶穌受難的圖，下面寫「我為你到按呢，你為我做什麼？」這些字深
深感動，激勵 John Pohoma，主為我到死在十字架上，我為主做什麼？後來這個兄弟
起來組織海外宣教，德國正式對外傳福音就是從他們開始。基督疼咱到按呢，咱會當
為主做什麼？
咱若感激主的疼，盡力來服事主，主在你的生命就欲互你成為一支金灯台，在這
個世上來影響許多人，使你的生命成為有價值。
「壓傷的蘆葦他不欲壓折，欲熄的灯火
他沒欲打熄”，咱每一個人若會親像 Coli Burn 雖然親像一支受壓傷的蘆葦，雖然保羅
開始是一個反對耶穌的人，總是經過主的疼，這些人都成為世界一支很光的灯火來照
光世界。今天，在感恩節之前，我特別用這些信息來勉勵大家，互主的愛來激勵咱，
來傳福音，為咱猶未信主的親人迫切流目屎來祈禱，Monica 這個老母為他的子禱告
32 年久，最後這個子悔改成為聖人奧古斯丁，這就是今天咱對主愛的回應，主疼的激
勵咱所做的工作，願主堅固咱的手所做的工，同心來祈禱。

＊本週講道大綱＊

【恩典改變一切】

哥林多前書十五:1~11

在咱生命中某一項因素加入，帶來不一樣的人生，這叫做恩典改變一切。
恩典是上帝的美、豐盛、無條件臨到咱；恩典是原本咱不配得到，是上帝白白賞
賜互咱叫做恩典。
恩典帶來互咱什麼改變？
一、在耶穌基督裡，上帝改變咱的地位、身份以及咱與祂的關係。
二、恩典臨到咱不配的人（9v）
三、恩典改變咱服事的態度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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