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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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院長王崇堯牧師受派前來本會講道、請安報告。
2. 教育委員會於本主日(3/12) 10:30 於 2 樓 A 教室開會討論復活節事宜。
3. 本會沈麗美姐妹(顏大智長老娘）於 3 月 6 日蒙主恩召，享年 77 歲。訂 3 月
14 日(二)上午八點於台中生命禮儀管理處(崇德路殯儀館)舉行入木禮拜；隨後
至東海火葬場舉行火化禮拜；下午兩點於柳原教會舉行告別禮拜；後至台中
神岡區「第一公墓環保多元葬─崇璞園」舉行樹葬。
4.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4 月 1 日(六)上午 10:00 舉行本年度清明追思感恩禮拜，敬
邀參加。另備有交通車當日 08:30 柳原教會乘車，請向幹事登記繳費，3 月 26
日截止(報名費 100 元含保險)。
5. 陳祐陞牧師夫婦上週前往美國探親於三月 14 日回台，牧師不在期間，教會事
務請蕭仁維傳道及卓啓煌長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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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3/12)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1)本日(3/12)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中請許瑞源長老信息分享，題
目：
「珍惜現在」
，邀請會友踴躍參加。例會後練唱慰歌，請兄姐踴躍參加。
(2)三月份壽星如下：陳潘藟姐、鄭清惠姐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願造
天地的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妳們】詩篇 134 篇第 3 節。
2. 台中中會松年部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大會本年由彰化中會主辦，請踴躍參
加。(1)時間：2017 年 5 月 2 日，出發集合時間另行通知。
(2)地點：員林市大家來餐廳
(3)費用：每人費用 800 元【團契有部分補助】。
(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報名請向徐澄榮副會長報名。至 3 月 26 日
(日)截止，逾期無法受理。
3.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會員春季靈修旅遊活動，請會員踴躍參加。
(1)時間：2017 年 5 月 23 日(二)～24 日(三)，出發集合時間另行通知。
(2)行程：宜蘭知性二日遊。
第一天：5 月 23 日(二)各地出發⇒ 08:40 泰安服務區會合⇒ 英仕山莊午餐
⇒ 接駁中巴~馬告生態園區之明池森林遊樂區⇒ 美味晚餐夜宿宜蘭友愛
大飯店。
第二天：5 月 24 日(三)07:00 晨喚活力早餐 08:10 出發⇒ 08:50～10:10 羅
東教會靈修(羅東鎮民生路 82-5 號)⇒ 宜蘭伴手禮選購⇒ 美味午餐⇒ 12:30
～傳統藝術中心⇒ 美味晚餐⇒ 溫暖的家。
(3)費用：含車資、門票、膳宿(二人房)、保險等，不分年齡每人 3,000 元。
【團契有部分補助】
(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4 月 23 日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5)報名：請向徐澄榮副會長報名。
三、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自本日起每主日第一堂禮拜後，請聖歌隊員留步在大禮拜堂練復活節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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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下主日(3/19)上午 10:30 舉行月例會。邀請王仁博長老分享，題目：
「加&減」，
司會：程玉珍姐妹。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五、教育委員會歷史資料組(組長：劉惠芳執事)
新春感恩禮拜加洗照片已經完成，登記購買照片的會友，請至辦公室向曾青
美幹事索取。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林義耕兄、顏大智長老。
七、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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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分以上，高中職學業成積在 75 以
上(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各科
系等比照大專院校)
2. 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80 分或甲等以上。
3. 申請時間：3 月 12 日至 3 月 26 日止。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6 學年度下學期已於 3 月 7 日開學，上課時間：3 月 7 日~6 月 21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請兄姐踴躍參加。課程內容：信仰與人生、
醫藥保健常識、才藝及康樂活動、生態旅遊、社會與新知等。報名請洽曾青
美幹事、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九、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1. 感謝下列兄姊為 2 月份的主日花材愛心奉獻：李朝富兄遺族、蕭仁維弟兄、
許明暉弟兄、王春草兄遺族。願上帝賜福！
2. 2017 年花材認捐表貼在禮拜堂大門入口內（古蹟禮拜堂也有），每週 1500
元，歡迎兄姊踴躍認捐填寫，無填寫在表內有臨時要奉獻的也很歡迎，願上帝
感動你！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鹿港教會訂 3 月 26 日(日)15:00 舉行設教 120 週年慶暨莊嘉靖傳道師封立社
區牧師，黃寶娟傳道師封立教育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台南神學院神學講座」
，總主題：動態的信仰：全球性與移居性世界中的
宣教，時間：3 月 27~28 日(拜一～二)，費用：1000 元/人。採網路報名，
請於 3 月 16 日(拜四)前上網報名。並完成繳費者才算完成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Ftwp84。
＊代禱事項＊
1. 為第三期三福受邀受訓者，預備心接受 13 週課程代禱（4/21~7/14）。
2. 為新的一年教會全體質與量均有成長代禱（2017 年聚會人數 250 人目標）。
3. 為 2017 年教會異象「全家歸主，全家得救」及教會事工代禱。
4. 為沈麗美長老娘的遺族。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林尹晨小朋友、王曾寶蘭姐、
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蔡伯煉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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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Iâ-hô-hoa sī góa ê sán-gia̍ p, kap góa poe-tiong ê hūn-gia̍h; Góa só͘ èng-tit--ê,
Lí kā góa kò͘-siú. (Si-phian16: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及我杯中的份額；我所應得的，你給我顧守。
（詩篇16:5）
(華語)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詩篇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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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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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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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3/18)由
卓孟佑長老介紹「蘭大弼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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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12(日)

3/13(一)

3/14(二)

3/15(三)

3/16(四)

3/17(五)

3/18(六)

經節

書 1~3 章

書 4~6 章

書 7~9 章

書 10~12 章

書 13~15 章

書 16~18 章

書 19~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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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陳祐陞

好膽見證耶穌

約一:35~51

20

57
254
507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9

蕭仁維

士師列傳–
基甸

士師記6:7-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22

陳祐陞

耶穌對遮經過

路十八:35~43

19

69、489、
508

同上

＊下週金句＊
詩篇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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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賣布的婦仁人–呂底亞】
徒十六:11~15、40
胡翠峯傳道 2017/3/5
當我還是高中生的時候，我還沒有機會接觸過女傳道人、女牧師。就在我去
參加暑期青少年營會的時候，我的輔導恰巧是一位神學院道學碩士的女學生。因
為她是神學院的學生，我就問了她以後會當牧師娘嗎？她的回答是：我不能當牧
師嗎？的確那時我的刻板印象就是：男性為牧者，女性則為師母，如今這位輔導
也已經成為了一位敬神愛人優秀的女牧師。我們有時是否也會被自己的身份或性
別所限制，認為自己沒有辦法勝任某些事？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或許就是那個
上帝所要使用的人。
來看看今天的主角－呂底亞，她原本只是一位普通的賣布婦女，但是上帝卻
使用她，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呂底亞是誰？她是推雅推喇城人。地圖中有一個呂
底亞省，有一些聖經註釋說，呂底亞這個名字有可能是她的本名；也有一說是，
在腓立比那裡有一個從呂底亞省去到那裡的婦人。推雅推喇是一個重要的紡織商
業重鎮，因為在呂底亞省這個地方，有很特別的水質和一些植物的根部，對於紡
織用的染料有很大的幫助，染出來的布料是特別的美，尤其是染紫色的布。
聖經告訴我們，呂底亞是從推雅推喇走很長的路，去到腓立比這個地方。從
亞洲跨到了歐洲，也許是為了經商，或者是移民，去到了腓立比。
「有一個賣紫色
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徒 16:14）
在我們現在看來，紫色的布很平常，可是在當時，紫色的染劑是要從一種貝類，
一點一滴刮下來，再把它製成一種染劑，染在布裡，是極其的昂貴，所以她是專
門在賣紫色布的。而且當時候能夠穿紫色布料的人是羅馬的貴族，是非常名貴的
商品，能做這種生意表示她很有經商的頭腦，並且賺了很多的錢，她是這樣子的
一個富商，去到了腓立比，可能她想的是要到那裡做生意，但上帝想的好像不太
一樣。
一個婦女從亞洲去到了歐洲，可能只是要做生意，她在那裡禱告聚集，可是
上帝改變人生命也從那個禱告開始。今天我們要從呂底亞的生命，還有從呂底亞
對於宣教、對於教會、對於她的家庭，一起來學習一些信仰的功課。
1. 呂底亞對於保羅宣教之旅的影響
一個生意人，從亞洲去到了歐洲，可能在她心裡只想要做生意，或是讓生活
有一個好的安頓，但是就在那河邊的禱告會，改變了她的生命。呂底亞對於保羅
宣教有很重要的關鍵：第一個，她在河邊的禱告會成為歐洲第一個福音的據點。
保羅去到腓立比，隔天他去到的是河邊的禱告會，福音從那裡開始。並且呂底亞
成為第一個女基督徒，帶領全家洗禮，成為歐洲第一個信主的家庭。她還強留宣
教師，我們可以看見她心裡的渴慕，這是因為她愛上帝，她巴不得上帝的僕人與
她們同在，可以聽到屬乎上帝的真理。並且她讓她的家庭從一個家庭教會，變成
一個宣教中心。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讓我們知道宣教是在聖靈的帶領中，聖靈禁止保
羅原先的計畫。我們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上帝也是有禁止的時候，但在
禁止中也會讓我們知道，上帝對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
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徒 16:10）這是聖靈
的工作，上帝禁止了，上帝開啟了，上帝不是只有在一個人身上做工，上帝也同
時在呂底亞的生命裡做工。上帝呼召了保羅前往馬其頓，上帝也在禱告會裡感動
呂底亞。並且當保羅在傳講時，
「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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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話。」（徒 16:14）主開她的心，讓她能夠聽進上帝的話語，讓話語帶入她的
家庭裡，讓她們全家信主。呂底亞對於保羅的宣教之旅是個關鍵點，歐洲的宣教
從那裡開始，她成為第一個女基督徒，成為第一個信主的家庭，讓福音的種子從
那裡擴散開來。
我們看見聖靈在呂底亞心中動工，呂底亞就打開了她的心，領受了上帝的話
語，上帝的福音工作就在整個歐洲開啟。一個婦女能夠敞開心，上帝可以從這個
中心來出發，贏得失喪的靈魂。一個婦女，一個做生意的婦女，她原本只是想做
生意而已，但是她的禱告上帝聽到了，生命因此被上帝擴張。
2. 呂底亞對於全家歸主的影響
使徒行傳十六：31「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意思是代表一
個人信主耶穌全家人就都得救了嗎？所以一家人只要有一個人代表來做禮拜，就
完成了這個禮拜的敬拜？應該不是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這是上帝的應許，
可是這個應許背後其實也是在表示，這是上帝的託付給我們的使命。如果我們是
家裡面的第一個信主的人，像呂底亞一樣，上帝要給我們的託付是，讓我們的家
人有機會聽到福音。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是應許，更是一個呼召，那是一個上
帝給我們的託付，上帝要透過我們每一個人，來帶領全家人信主。
呂底亞聽見了，她也打開了她的心，她和她的家人就領了洗。福音的工作是
聖靈的工作，我們領受了就去分享，分享之後，接下來是上帝的工作。呂底亞在
河邊聽保羅講道，上帝就開啟了她的心，她就領受了。我們在禱告裡也可以這樣
跟上帝求，求上帝開啟我們家人的心，讓他們可以聽見福音的道。讓我們成為家
人信主的守望者，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還有透過我們的信仰經驗，讓我們的
家人，讓我們的同事，讓我們的左鄰右舍，看見我們生命的改變，讓身旁的人也
能體會到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3. 呂底亞對於教會的建造
呂底亞的家，成為歐洲第一間教會―腓立比教會。保羅非常喜歡這個教會，
他在腓立比書四：1 說：「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
冠冕……。」可見腓立比教會帶給保羅多大的安慰。這是從呂底亞一個人，到一
個家，到一個教會。一個教會的建立是要從禱告開始。呂底亞是從河邊和一群婦
女禱告開始，那群婦女禱告的力量把保羅帶來了，從亞洲帶到歐洲。如果她們沒
有在那裡禱告，也不會被保羅遇上，可是她們就是在那裡禱告，上帝就是這樣預
備她們。一個教會的建造是要從禱告開始，婦女的禱告很常被上帝所使用。我們
看到有很多「婦女團契」在各教會都非常地興旺，很多婦女就是在聚會時同心合
一禱告，教會的建造是從禱告開始。
同時，教會的建造需要有上帝的話。呂底亞建造教會，是她聽見了道。上帝
帶領她聽保羅所講的話、所傳的真理，聖靈啟示了真理的教導，教會的根基是在
上帝的話語裡面。
最後，教會的建造跟接待「人」和關心「人」有很大的關聯性。呂底亞是一
個熱情好客的人，她強留保羅，她求保羅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
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事主的）
，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教會需要熱情
和好客的弟兄姐妹，教會的大門要為所有的人敞開，歡迎所有有需要的人進來。
羅馬書十二：13「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彼得前書四：9-10「你
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
家。」在教會裡我們要像呂底亞一樣的熱情和好客。教會的建造需要禱告，需要
有真理的根基，更需要有熱情好客的弟兄姊妹，接納人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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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領受祝福、成為祝福
最後分享台灣北部第一位女基督徒，她的名字叫作陳塔嫂，是馬偕博士來北
台灣所結第一個婦女的果子。人們叫她阿嫂阿媽，她的本名叫朱定，五股（坑）
人。1872 年，馬偕在淡水教會開始佈道傳講福音，帶領人信主。這位阿嫂阿媽從
五股坑坐船過海到淡水慕道，她自己每個禮拜聽道，聽到後來，她不是自己一個
人去聽講道，她還帶村民婦女去聽。
馬偕在他所寫的「台灣傳道記」這本書裡說：
「1872 年的某一天，我在淡水的
家裡談道時，來了一位五股坑的窮寡婦（指陳塔嫂）
。禮拜後她走到前面說，她經
歷許多苦難，神佛不能給她安慰，聽了今日道理後，覺得所講的上帝會給她平安。
下一主日，這位寡婦帶幾位婦人同來，她的同伴一禮拜一禮拜地增加，最後竟滿
乘一小船而來。」最後這個阿嫂阿媽跟馬偕說：
「船坐不下了，請你從淡水來五股
好不好？」她就邀請馬偕去到了五股，去探訪這些慕道的村民，馬偕就跟他的學
生搭船去到了五股，結果一下船，不只看到阿嫂阿媽，整個村裡的居民和村長都
來了！
馬偕抵達的時候，帶了很多的紅紙條，上面寫著十誡，交給村長陳炮，這個
村長一聲令下，就把所有的十誡貼滿了五股的街道。福音就從阿嫂阿媽自己去慕
道，到她帶領一群人去慕道，到她邀請馬偕去佈道，福音就從淡水去到了五股。
不僅她一個人，她還帶了村長來信主，村長就把他們家前面的一塊地捐出來，讓
大家可以在那裡聚會，最後建立了教會，就是現在的五股長老教會。在 1873 年，
這是北部第一間自建的禮拜堂。北部第一間馬偕建立的教堂是淡水教會，是宣教
師所蓋的教堂，而五股長老教會是村長陳炮捐地，大家奉獻所蓋起來的，是我們
台灣人自己蓋的第一座禮拜堂。第一任傳道是嚴清華，他是馬偕的學生，阿嫂阿
媽就成為他很得力的左右手。
教會蓋好過了三年之後，阿嫂阿媽在 62 歲時洗禮（1876.9.17），這表示她在
慕道時已經快 60 歲了！上帝不僅使用年輕人，也使用老年人，上帝使用男人，上
帝也使用女人。不是只有她洗禮，連村長也洗禮了，而且村長做了第一任的長老，
在教會裡服事。這個阿嫂阿媽也帶領她的家人歸主，她帶的第一個家人是她的孫
媳婦，她的名字叫作張聰明（張蔥），是一個童養媳。張蔥小時候，被養母虐待，
常常苦毒咒罵她，所以她的日子過的非常辛苦，而阿嫂阿媽看見小小的阿蔥，就
常常把她帶過來，安慰她、鼓勵她，聽阿蔥的苦水。在阿蔥 16 歲時，她所要嫁的
人死了，但是阿嫂阿媽聽了福音，也把孫媳婦帶去聽馬偕講道，後來就嫁給了馬
偕，她就是馬偕的太太張聰明女士。她不僅成為馬偕得力的助手，她也領受真道，
領受洗禮，跟馬偕一起事奉，並且在牛津學堂裡，成為唯一的女老師、台灣本地
的女宣教師，跟馬偕一起宣教。
上帝使用我們的生命，也使用呂底亞的生命。在歐洲的宣教上，上帝使用呂
底亞，使她們全家歸主，上帝使用了呂底亞的生命建造了腓立比教會。「神的國，
我們可用什麼比較呢？可用什麼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裡的時
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
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可 4:30-32）呂底亞是一粒種子，
她被上帝使用，從禱告開始，開拓了歐陸的宣教，全家歸主，並且建立了腓立比
教會。陳塔嫂成為馬偕宣教一個很大的助手，福音從淡水去到了五股，帶了村民
歸主，也讓她的孫媳婦受洗，加入了馬偕博士宣教的行列，成為馬偕博士一個很
好的助手，也帶領了家人信主，建造了五股坑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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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帝幫助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像呂底亞一般。在宣教的侍奉上，
在家庭福音的見證上，更在教會的建造上，求主使用我們，願我們可以成為這一
粒小種子。求上帝幫助我們想一想，在宣教上要如何使用我們，我們可以怎麼參
與。在你的家庭裡呢，你需要帶領誰？如果你已經是好幾代的基督徒，你願意影
響你的同事、鄰居嗎？在教會裡，上帝要如何使用我們呢？我們領受了上帝的祝
福，事實上，是上帝呼召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聖詩探源＊
聖詩第 475 首 耶和華，我堅固石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羅禮 Robert Lowry(1826-1899)
作詞／柯洛絲珮女士 Fanny Jane Crosby(1823-1915)
這是羅禮博士寫曲，柯洛絲珮女士寫詞的一首非常堅固人心的美妙詩歌，眾
所周知，柯女士一生不凡的經歷，使得她更能洞悉人性以及主愛的偉大，故所寫
的詞句皆能字字打動人心，使頑固不靈者軟化，使信心軟弱者振奮，而羅禮博士
更在神的祝福下，以證道和詩歌見證世人，十分受神重用，在他們這兩位至賢者
合作之下，也難怪這首詩歌這麼出類拔萃了。
如果你注意，將會發現音樂旋律的進行和歌詞之間有一個很奇妙的配合。前
半段在述說一件喜樂的信息，說到神的兒子耶穌拯救罪人被人釘於十字架的事
蹟，曲調以柔和的方式進行。而後半段的曲調，頃刻間又變得十分高昂，歌詞以
另一種語調來肯定和表現一種新的景象，這裡若用分部的合唱來表達，更能呈現
歌詞內容的新鮮有力，使其具有肯定回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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