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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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棕樹主日，是主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本週進入受難週，
請大家盡量避開喜慶宴席，每日依照受難週經文研讀，感受主耶穌受難的氣
氛。
日期
約翰福音
馬太福音
3 月 29 日(日) 十二:12~16
廿一:1~17
3 月 30 日(一) 十二:1~11
廿一:18~廿二:32
3 月 31 日(二) 十二:20~36
廿四:1~廿六:13
4 月 1 日 (三) 十三:21~32
廿六:14~16
4 月 2 日 (四) 十三:1~17、31b~35 廿六:17~75
4 月 3 日 (五) 十八:1~19、42
廿七:1~6
4 月 4 日 (六) 十九:38~42
廿七:62~66
2. 十字園訂於 4 月 3 ~ 6 日(禮拜主日上午除外)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開放供家
屬自由追思。並於 4 月 6 日(週一)上午 10 點在本園埔里園區歐式教堂舉行本
年度清明追思感恩禮拜。※ 4 月 6 日當日本園備有大巴士，請有報名的兄姐
08:30 於柳原教會集合，08:40 出發（每人 100 元含保險，繳費為準，恕不退
費。尚有名額，請向辦公室報名）。
1 3 月 31 日(週二)晚上 7 點，德國 Wiedensahl
3. 受難週聚會時間，請大家參加：○
2 4 月 1 日(週三)20:00 培靈會，
維登薩手鐘團巡迴演出第五場（含受難曲目）
。○
3 4 月 2 日(週
由蔡明禮牧師主禮，司會：蔡文華長老，司琴：許允麗執事。○
四)20:00 培靈會，由陳祐陞牧師主禮，司會：卓孟佑長老，司琴：許允麗執事，
當晚並恭守聖餐與主同桌。捧餅長老：蕭敦愷、劉美緻、洪添裕、謝理明、
楊凱成。捧杯長老：余燕儒、何中亨、廖寶蓮、王文良、卓啓煌。
4. 2015 年春節照片已經洗出，放在辦公室，有要加洗照片者，請至辦公室登記，
照片每張 3.5 元。若要電子檔者，請自行攜帶隨身碟至辦公室自行拷貝。
5. 新眼光讀經手冊 4~6 月份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6. 台中中會第二區教會訂四月 5 日(週日)清晨 5:30 在文心路與大墩七街口，文
心森林公園溜冰場舉行復活節朝陽禮拜，並備有早餐，請兄姐參加。
7. 本主日禮拜花材由蔡文華長老（感恩）奉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服務委員會（主委：廖寶蓮長老）
3 月 29 日(週日)第一堂禮拜後，請兄姐留步，一起清理教會廣場上的雜草。
二、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有意為主日花材奉獻的兄姐請至教堂前招待處奉獻認捐表登記，每次奉獻金
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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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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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3/29)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十二:12~16。
2. 3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3/29

盧金梅

卓啓煌/楊君舜

廖寶蓮

4/5

陳育茹

葉美玲/楊茗鈞

謝理明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高雅智

郭柿娘

洪泰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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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松年部舉辦春季靈修旅遊，時間：4 月 28 日(週二)~29 日(週三)東北部二日遊。
行程：第一天–千島湖、翡翠水庫、鱷魚島、觀賞保育溪魚、雪山隧道、夜
宿礁溪山泉溫泉飯店、泡湯（請帶泳衣、泳帽）。
第二天–教會靈修、羅東林業文化園區、東北角海岸風景鼻頭角等。費用：
每人 3000 元，有意參加的兄姐請於 4 月 13 日前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七、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4 月 8 日(週三)舉辦戶外活動，歡迎兄姐一起來參與。地點：東勢林場，時間：
上午 08:30 在教會集合出發，費用：每人 600 元（含交通、門票、午餐、保
險、泡茶、導覽）
。額滿為止，報名請向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及盧金梅執
事，報名截止：4 月 5 日。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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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舉行「2015TKC 輔導營」
，時間：5 月 22~24 日，費用：
1800 元，4 月 8 日前報名享早鳥價 1500 元/人。4 月 23 日截止報名。報名
請至 youth.pct.org.tw。
3. 南崗教會訂 4 月 12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昇格堂會暨謝孟勇傳道師封牧
就任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未婚青年家長聯誼會」，時間：4 月 11
日(週六)14:30~17:00，地點：台中民族路教會。講師：簡安春教授，費用：
300 元/人。4 月 9 日截止，請洽 0928-657-790 洪秀貞。
5. 台中中會教社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上午 8 點 30 分至 12 點，舉辦第一次急
難救助 CPR 訓練會，地點：草屯基督長老教會。當日並備有午餐，通過訓
練者，由彰基核發個人認證卡。為預備器材及準備中餐，請務必向民族路
教會教育牧師耿明德牧師報名 2222-7683 轉 103。報名至 4 月 1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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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郭貴美長老、張得祥兄、陳月娥姐、
李朝富兄、李鳳珠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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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松年大學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共同學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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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In-ūi Siōng-tè chiong tk-siⁿ ê Kiáⁿ siúⁿ-sù sè-kan, h kìⁿ-nā sìn I ê lâng bōe
tîm-lûn, ōe tit-tih éng-o%h; I thiàⁿ sè-kan kàu án-ni.
因為上帝將獨生的子賞賜世間，互見若信伊的人袂沉淪，會得著永活；伊疼世
間到按呢。（約翰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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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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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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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難週
培靈會

4/2

陳祐陞

看啊！你的王

太廿七:11~37

13

102、115、
511

使徒信經

合堂
台語禮拜

4/5

陳祐陞

遇見復活的主

太廿八:1~10

2

128、
123B、470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8

陳正雄

主真的復活了

路廿四:34~49

23

45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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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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3/29(日

3/30(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6:28~33 6:34~40

3/31(二
二)

4/1(三
三)

4/2(四
四)

4/3(五
五)

4/4(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6:41~51

6:52~59

6:60~71

7:1~9

7:10~18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117 首 有一個城離咱真遠
作曲／A／漢特力(Thomas Legerword Hately)(1815-1867)
B／史德賓(George Coles Stebbins)(1846-1945)
作詞／亞歷山大夫人(Cecil Frances Alexander)(1823-1895)
這首稀有的老少咸宜的聖詩，是亞歷山大夫人眾多作品中最受普遍愛吟的一首。
為什麼我們說它是「稀有的」、「老少咸宜的」？因為教會聖詩中專為兒童編寫的
原來就不多，而兒童聖詩兼為成人所愛吟的則更少見。但這首「有一個城離咱真
遠」，即正是如此難能可貴的一首。
據說這首詩乃是亞歷山大夫人為某一主日，將要為學生講解使徒信經中有關
耶穌受難的一段而寫成的。那時她正坐在一輛馬車往得利城去購物，在那古老的
城牆外，有一個青翠的山崗，使她聯想起耶穌受釘的各各他骷髏地，觸發了靈感，
便執筆寫成了這首歷百餘年而不衰的詩歌。
此首詩歌的原曲作者為高瑋，但因詞句採用八六方式，簡樸優雅，許多教會
就用合適的曲調套用上去，今日一般詩集多數採用的是史德賓所作，也有採用漢
特力所作的。
史德賓從小在紐約州農場長大，13 歲便參加歌唱學校，從此啟發了他對音樂
的愛好和創作。
他於 1868 年結婚，並受雇於芝加哥的一間叫 Lyon 和 Healy 的音樂書房，同
時也擔任第一教會的指揮，以後從事芝加哥的音樂事務，也曾是著名的 Apollo 俱
樂部的創立委員，由於此，故有機會認識一些福音詩歌的領導者。
1876 年，他受命擔任 Tremont 小教堂的音樂事務。對他來說，這是動盪
多事的一年，他寫了”Evening Prayer”，也遇見了孫蓋和慕迪，三個人聯手在海內
外福音的事工上，擔任前方的戰士。同時，他也是福音詩歌集的重要編輯之一，
有人說，他的歌也編放在裡面，而且是最好的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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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學習經歷上帝的功課】

提後一:1~8

陳正雄牧師 2015/3/22

記得 2010 年台灣聖經公會，在聖經紀念主日附上 2011 每日讀經表：有一年
1 第一年每天讀完第 1 及第 2 段經文。○
2 第
計劃，每天讀完 3 段經文。二年計劃○
二年每天讀完第 3 段經文。三年計劃：每天讀完一段經文。同時那年的教會公報
社，在當年出版的 2011 年週曆手冊，也列出新舊約 66 卷的章數表，提醒拿到手
冊的也可以作個人讀經紀錄，每天用 20 分鐘讀四章聖經，全本聖經 1189 章只要
十個月就能讀完一遍。去年我收到聖經公會紀念主日的資料中也附上與 2010 年相
同的讀經表，只是編排上有些調整。當然讀經的目的是付出時間與上帝相處，瞭
解明白神的心意。
今早所唸的經文告訴我們，保羅寫信給信仰的義子提摩太提到：
「我記得你有
純真的信心；這個信心你的外祖母羅以和你的老母友妮基先有，我相信現在你嘛
有。」（5 節）這就在告訴我們提摩太從有信仰的外祖母和母親得到信仰的傳承。
相信她們必定有著落實的讀經生活，才能培育提摩太有這種全身充滿才氣和熱
情，成為保羅傳福音的好同工，可塑造和訓練的料子，可承繼福音的事工。
幾年前玉山神學院副院長陳南州牧師（現在也已退休）在一次的培靈會提到：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接受或不接受，讀經的方法確定很多。但是，不是所有
的方法都可以。上帝是自由的上帝，祂要如何向人啓示，我們人無法替祂決定。
我們只能從人的方面，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什麼詮釋的方法較正確、較好。」「所
以，讀經最主要的是要認識聖經經文所傳達上帝的本性與作為；而上帝最清楚、
最完全的啓示，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在世上所宣揚的福音是上帝國的福音。所
以，我們用上帝國的福音來理解耶穌，來認識上帝的本性與作為。」這就是在告
訴你、我，基督徒最重要的事，就是在我的生命中與上帝相遇。在與上帝相遇中
去經歷上帝的大能而帶來更多的力量。所以，落實讀聖經的生活，也就是在讀經
中，學習經歷上帝的功課。
一、渴慕的心（5 節），馬可十 46~52
在新約馬可福音記載一個失明的乞食，是底買的兒子叫巴底買，坐在路邊。
他聽說拿撒勒耶穌要經過，就喊說：「大衛的子耶穌，憐憫我！」很多人責備他，
叫他恬恬，但是他越大聲喊：
「大衛的子，憐憫我。」耶穌停腳（站住）
，說：
「叫
他來！」就去叫那個盲人，向他說，「安心，起來！祂在叫你。」耶穌向他說：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盲人答說：「我的拉比，使我會再看見！」耶穌向他說：
「你回去，你的信心使你得到醫好啦！」在上週中新眼光讀經的每日新眼光，相
信兄姐對那撒瑪利亞婦人有深刻的印象。耶穌通過福音的對話，帶領她恢復自尊。
她那渴慕的心得到了活水，她的生命得到了真正的滿足。因為她遇到見耶穌，她
從錯誤的需要與不當的慾望，主耶穌帶她進入真正的平安與滿足。就如彼得的書
信告訴我們：「當親像剛出生的嬰兒，真愛純的屬靈的奶，使恁可生長到得救。」
（彼得前二 2）
二、把握珍惜（6、7 節）
保羅點醒提摩太要發揮接受任命福音的恩賜像炎火燃燒起來，就如保羅自己
所經驗，所堅持的。在羅馬書信一開始就表達：
「祈禱的中間常常求，看此霎有通
照上帝的旨意得著平坦的路就近恁。」（一 10）又說：「總是到今猶有阻擋。無論
什麼款人，開化抑是無開化的，有智慧抑是沒智慧的，我攏欠的債。」
（一 13b~14）
接著又肯定的表達「我無看福音做見誚，因為此個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欲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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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的人，代先猶太人，後來外邦人。」(一 16)在耶穌所說大筵席的譬喻裡面，
有人對耶穌說：「能夠在上帝國吃喝的人真有福氣！」（路加十四 15）耶穌的譬喻
（路加十四 17~24）。所以耶穌告訴一大陣及耶穌作陣走路的人說做門徒的代價。
就是「隨我的人若疼家己的父母，某子，兄弟，姐妹甚至家己的生命贏過疼我，
當作我的門徒。無夯家己的十字架來隨我的當作我的門徒。
（路加十四 26~27）
這些經文都在告訴我們要把握珍惜。
三、充滿信心（8 節）
保羅所宣揚的福音與耶穌傳道生涯中所行的是一致的。
「你若用嘴宣認『耶穌
是主』
，心信上帝有使祂對死人中復活，就會得到救。」（羅馬十 9）聖經有按呢記
載：
「信祂的人致到失望。」「所以，信是對聽，聽是對基督的話。」（羅馬十 11，
17）就像裡面那個失明的乞食，耶穌對他說：
「你回去，你的信心使你得到醫好啦！」
（馬可十 52）
我們週報中(p4)基督徒八要，我們有否注意到？第二項「天天讀經」。多讀聖
經–上帝的話語，你就會發現聖經中有許多應許。這些應許都會應驗在相信的人身
上，你就會對上帝更有信心。在生活中從祂的話深刻體驗到上帝活活存在的那種
感動。因而在信仰的路更成熟，就能向人述說耶穌在你身上的故事。親像約翰福
音所記載，耶穌對撒瑪利亞經過，來到一個城名叫敘加。原來猶太人與撒瑪利亞
人不相來往。通過耶穌福音的對話，耶穌帶領那婦人恢復自尊，使她成為一個健
康的人。因為她與人的關係改變了，她不再懼怕遇到人（利用中午沒有人時去打
水）
，她從隱密、躲避的地方進入在陽光中。她也經歷上帝的功課，領受了不再乾
渴的生命，你願意嗎？
聖詩第 313 首歌詞 1、2 節作者卜第牧師特別為他兒女堅信禮所做鼓勵他們，
堅心定志，盼望兄姐在大齋節期（2 月 18 日開始到 4 月 4 日，扣除主日共 40 日）
能喚起兄姐重視靈修操練，自我反省及悔改的心，來迎接 4 月 5 日救主耶穌復活
的喜樂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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