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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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母親節暨設教 121 週年感恩禮拜，一、二堂禮合併舉行，時間：
09:30。
2. ★2018 年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3.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5 月 11 日(週六)上午 09:30 於柳原教會松年會館召開第十一
屆第七次董事會議，敬邀董事同工、牧師顧問、管委會主委撥空蒞臨參加。
4. 第 64 屆總會幹部如下–議長：陳見岳牧師，副議長：Abus Takisvilainan 牧師，
書記：徐信得牧師，副書記：戴碩欽牧師，會計：詹天民長老。
5. 今年 4~6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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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在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啓示錄 5 章 11~14
節。
2. 本日禮拜後召開主日學教員會，請老師同工參會，地點：2 樓 A 教室。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部舉辦中區三中會聯誼活動（嘉義中會、彰化中會、台中中會），時間：
6 月 27 日(星期四)06:30~07:30 各地教會出發，08:40~14:00 嘉義滿福樓餐廳聯
誼聚餐、14:30~16:00 故宮南院參觀，16:40~17:10 嘉義老楊方塊酥~伴手禮選購
18:20~19:10 美味晚餐，20:00~20:20 快樂歸賦~ 溫暖的家。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17 日止，
費用：每人 900 元、傳教師（本人、含退休）免費，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2. 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舉辦 35 週年感恩禮拜及聯誼會，時間：6 月 18 日(二)
08:30~15:00，地點：彰化溪州公園花博展覽館。費用：500 元，集合時間另行
通知，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5 月 5 日截止。
3. 五月份例會(5/12)因母親節暫停一次，慶生會延至六月舉行。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誠摯邀請姐妹們的加入，有知性分享、創意 DIY、預防保健、見證分享、靈修之旅…
婦女團契：每月第三主日 10:30~11:30，
頌聲合唱團：禮拜後練歌 10:20~10:40，於每月第三主日獻詩。
四、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執事）
敬拜團訂 5 月 11 日(六)晚上 7:00 舉行音控訓練，不論有沒有基礎都歡迎一起來參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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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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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羅寶珠（病床洗禮）
、施香、蕭鈴惠。
七、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2018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將於下週(5/12)禮拜中發放，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主日學（國小生）
：洪予諒、張以諾、楊茗閣、陳皓衽、陳柔伊、莊晉彬 6 人。
少契（國中生）
：蘇洛、蘇丹、洪予恩、陳竑愷 4 人。
高中職：賴承昊、陳映伶 2 人。
大學：張瑄樵、賴芝亦、江榆婷、吳和娟、張洸郡、陳楚云、蔡允哲、張碩恩、
蘇凱琳、蔡慧卿、喬禹傑 11 人。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8 學年下學期戶外教學訂於 5 月 8 日(三)早上 08:30 出發，行程如下：
通宵精鹽廠→午餐→苑裡金良興觀光磚廠→藺草文化館→愛情果園→彩繪稻田→
山腳國小日治後期宿舍群→磚牆→18:00 返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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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14:00~17:00，地點：向上
教會，內容：「與時俱進．回應挑戰–當代改革宗傳統再思」，費用：200 元/人
（含講義、晚餐）。請向宣道委員會洪添裕長老報名。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6 月 15 日(六)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尋愛~系列 2】，
地點：彰化~卦山月園（彰化市卦山路 23 號）
，費用：900 元，報名請搜尋 Line
ID：cjhung0130 洪秀貞組長。
＊代禱事項＊
1. 為五月 18~22 日關懷緬甸宣教事工代禱。
2.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14~7/12）代禱（目前已有 12 人報名）。
3.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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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俊彥兄、賴明榮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â-so͘ ìn kóng, Ióng-chòng ê lâng bô khiàm-ēng i-seng, nā-sī phòa-pīⁿ ê lâng chiū
tio̍h; góa lâi m̄ sī beh chio gī lâng, sī beh chio pháiⁿ lâng lâi hoán-hóe.
（Lō-ka 5:31~32）
(台語) 耶穌應講：
「勇壯的人無欠用醫生；若是破病的人就著。我來呣是欲招義人，
是欲召歹人來反悔。」（路加五:31~32）
(華語) 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
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五:31~32）
＊下週金句＊
詩 46:1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下次(5/11)早禱會由陳正雄牧師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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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5/5(日)

5/6(一)

5/7(二)

5/8(三)

5/9(四)

5/10(五)

5/11(六)

經節

詩
42-44 篇

詩
45-47 篇

詩
48-50 篇

詩
51-53 篇

詩
54-56 篇

詩
57-59 篇

詩
60-6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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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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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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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陳祐陞

留給後代
最大的禮物

提後一:1~7

37

646
134
645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15

耿明德

一代興，二代明

提後一:3~8
箴言一:8~9

35

19、134、3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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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你佇等啥米？】

可十六:1~11

耿明德牧師 2019/4/28

耶穌基督復活紀念日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不知大家有甚麼感覺？我們早上來到教
會敬拜上帝，若是和其他 51 個禮拜相比，你覺得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嗎？我們有用更敬
虔、慎重的心來過日子嗎？有用歡喜快樂的心情，一起來敬拜上帝嗎？有讓基督復活
的大能力充滿我們，使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充滿信心與活力嗎？
「最後的住家」
，是當初來到台灣北部宣教的加拿大宣教師馬偕牧師所寫的詩，他
於主後 1871 年 10 月離開故鄉，接受主的呼召，抱著宣揚福音的熱情與使命，於 1878
年 3 月 9 日來到淡水，開始他在台灣的宣教生涯，他以淡水為家，並娶台灣的女孩為
妻，成為台灣的女婿，最後在 1901 年 6 月 2 日因為喉癌死於台灣，埋葬在台灣，他在
台灣宣教約 30 年。其實，對一位宣教士而言，馬偕原本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但是因為
上帝的愛與異象，他帶著使命來到台灣，成就了今天偉大的福音事工。
主耶穌日日、時時都在勉勵我們、呼召我們，希望我們都能在生活、工作的場所，
在親戚朋友、厝邊、隔壁當中成為宣教師，讓許多人跟我們一樣，得到這寶貴的好消
息，擁有永生的大盼望。上帝的愛與異象，已經藉著祂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的死，顯明
在我們的面前，祂所託付的使命，也藉著復活的耶穌基督，交代給每一個人，請問，
我們要如何回應祂所付出的一切呢？我們還在等甚麼呢？除非，我們對耶穌基督的復
活有所懷疑？或是對主的復活完全不在意？這個復活只不過是我們每一天生活當中的
一部分而已，並沒有甚麼了不起？
但是，對一位基督徒而言，我們每一個人豈不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在眾人面
前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接受復活的主耶穌基督成為自己的救主，願意照祂所託付給
我們的大使命去做、去生活、去見證、去榮耀嗎？耶穌基督的復活真的是非常重要，
大家也因為相信復活的基督，「就重生、得救」，有上帝賞賜我們新的生命；不是嗎？
英國有一位律師，名叫莫理遜（Frank Morison）
，他是一位無神論者。莫理遜認為
耶穌只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耶穌並不是神。他認為用復活這樣喜劇性的童話，來結
束耶穌的一生，是破壞了耶穌的形象。所以他立志要將耶穌在世上最後的日子裡，所
發生的事情，透過種種方法蒐尋，並完全記錄清楚，他想要還原真像，將『英雄人物』
的本色還給耶穌。莫理遜本來打算要盡量拿掉關於神跡的一切記錄，並且準備對耶穌
復活一事絕口不提。他認為自己是一位律師，有足夠的判斷力，能揭穿『耶穌復活』
這個騙局與迷信，如此便能一勞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經過長時間詳盡研
究的結果，卻是與他原來所認定的觀點相違背。他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認知，接受了耶
穌復活的事實。他還為此寫了一本書，名叫：《墳墓的秘密 Who Moved The Stone？》
這是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內容說明他用很嚴厲、批判的態度，收集所有與新約聖經相
關的資料，不斷的比對研究。但是，最後的結論卻是：
「只有因為耶穌已經預先預言祂
自己的死與復活，我們才能對祂的受審與受害找到適當的解釋，所以他不僅相信了耶
穌，還寫書證明耶穌基督的復活」。
利特爾敦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國國會議員和財政部長，他曾回憶他與另外一
個做法官的朋友韋斯特的一段往事。他倆年輕時都深信《聖經》 是一本欺騙人的書，
並決意要揭發其中的虛偽與謊言。利特爾敦立志找出大數人掃羅從未變成使徒保羅的
證據，韋斯特則從事印證耶穌沒有復活。他們分頭研究了相當長的時間。結果，二人
反而在所找到的證據面前，棄械投降，放棄了偏見，悔改歸信了基督。當他們碰面時，
都覺得有些靦腆。因他們沒能按照預期的計劃，揭發基督信仰中的虛偽，卻是彼此由
衷地慶賀，因兩人都認識了神所啟示的《聖經》。後來韋斯特寫了一本書：《由歷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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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資料看耶穌基督之復活》。並在該書的第一頁，引用了一句古諺：「對真理未曾下
過研究工夫者，實不宜信口隨意批評」。
保羅也為耶穌基督的復活作見證說：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
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10：9-10）」
。
沒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應該清楚知道，我們就是這樣相信的，我們就是
如此承認耶穌基督為自己的救主。希伯來書2：14-15節也告訴我們：
「兒女既同有血肉
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
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弟兄姐妹，原來耶穌藉著死，為要敗壞、廢棄那掌
管死亡的權勢，也經由從死裡復活，而勝過死亡的權勢。又賞賜所有認祂為救主的人，
那「復活、永遠的生命」
。這是最確實的證據。雖然復活節已過，我們依然要用敬虔慎
重的心來思考、反省！思考上帝對我們極大的愛與恩典。反省自己到底回應了甚麼。
今天所讀的經文告訴我們：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瑪利亞、雅各的母親瑪利亞及
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抹耶穌的身體』
。這天，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的第三日，
也就是安息日的隔天。這群婦女在安息日過後的早晨，去到耶穌的墳墓，她們買了香
膏要抹耶穌的身體。那時，她們的心裡悲傷、難過，因為她們所愛的主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耶穌的死，也讓他們一切的盼望都破滅了。剛過完的安息日對她們來說，完全
無法安息啊，心中所充滿的，都是痛苦與悲傷。各位，安息日原本是一個讓人安息，
享受平安、得到祝福的日子，但是對這群深愛主耶穌的婦女來說，這個安息日卻是一
個讓人痛苦、悲傷，得不到安息的日子。她們在安息日隔天的早上，帶著已經買好的
香膏，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走到墳墓那裡，準備用香膏抹耶穌的身體。
大家是否能想像這群婦女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她們一心一意思念著那位被人釘
死的耶穌，她們的心迫切等待天亮，能馬上趕到墓園去看耶穌。但是，就在這些婦女
快到墳墓之時，她們想起放耶穌屍體的墳墓門口，被一塊大石頭堵住了。想到這個問
題的她們，心裡開始煩惱，因為她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推動這塊大石頭，她們根本就推
不動啊。這時，大家著急的說：
「誰能幫我們把石頭從墳墓門口滾開呢」？對啊，各位，
我們的內心豈不是和這些婦女一樣嗎？雖然我們也會尋找耶穌，對祂心懷迫切的愛，
但是，在我們的心中，卻常有一塊大石頭，阻隔在我們與耶穌中間，那塊在心中的石
頭，甚至比堵在埋葬耶穌墳墓門口的那塊石頭還要大。當我們每一次想要去找耶穌的
時候，一想到那塊大石頭，我們的內心就會憂愁、煩惱，甚至是痛苦，我們常常會認
為，那塊石頭是我們要見耶穌最大的麻煩和阻礙，也常常會想：
「誰能幫我們把石頭從
墳墓門口滾開呢」？
感謝主，當這群婦女們到達的時候，竟然發現那塊大石頭，不知何時已經被推開
了，這個讓她們煩惱的問題，就在她們到達之前，已經不存在了。弟兄姐妹，很多時
候事情就是這樣，甚至在我們還沒有想到之前，上帝已經將石頭挪開了，我們只是白
白的擔心，甚至將這當作是藉口。沒錯，當我們想到要來見耶穌的時候，就會聯想到
許多的問題。有各種不同的難題，有許多的石頭擋在面前，我們會覺得束手無策，會
覺得不可能完成，會感到心灰意冷，因為那些石頭太大了。但是，各位，我們卻忘了，
其實上帝早就為我們推開那些大石頭。原來，事實是，堵在墳墓門口的石頭，並不是
阻擋我們來見耶穌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阻礙我們的石頭，讓我們感覺煩惱、憂悶的
石頭，其實是我們心中的那一塊，那才是真正問題的關鍵。這豈不是大家需要好好思
考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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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景況，真的嚇到了那些婦女，因為當她們進到墳墓裡一看，耶穌的身體
竟然已經不知去向。不但如此，還有一位身穿白衣的少年人，坐在那裏。那位少年人
還告訴她們：
「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
這裏，請看他安放的地方。然後吩咐她們，去告訴耶穌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在你們
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但是，這些婦女
離開墳墓之後卻逃走了，她們全身發抖又驚奇，甚麼也不告訴人，也沒將消息傳給門
徒和彼得，因為她們很害怕。弟兄姐妹，對現代的基督徒而言，每一個人都知道，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然而，各位可以想看看，若是我們在當時的現場，不知
大家會有何種反應？我們是否會像這群婦女一樣，因為沒有看見復活的耶穌，「就出
來，從墳墓那裏逃跑；又發抖，又驚奇，甚麼也不告訴人，因為害怕」。
在此，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當這群婦女聽見天使所告訴她們的話，她們的
身份馬上就改變了，她們馬上成為主耶穌復活的見証人，並且，她們受了託付，要將
所看見、所聽見關於主耶穌復活的好消息，傳達給眾門徒以及彼得聽。但是，她們卻
因為心裡害怕又驚慌，
「就從墳墓那裏逃跑；甚麼也不告訴人」
。弟兄姐妹，這就是人。
我們若是再從第 9 節看起，耶穌復活以後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馬利亞看見之後，
就將所看見的告訴了眾使徒，沒想到他們第一個反應也是一樣：『不相信』。前後兩種
的反應都一樣，這正是人對於『基督死後復活』的態度：『驚慌、害怕又不相信』。
自古以來「死亡」是人類最公平的遭遇，任何人都無法避免，沒錢的人會死，有
錢的也會死；沒學問的人會死，學問高的人也會死；老百姓會死，當皇帝、總統的人
也會死；年老的會死，年輕的也會死；有病的人會死，醫病的醫生也會死；不怕死的
會死，怕死的也會死。任何人都難以逃避死亡這件事。古希臘哲學家依比鳩魯說：
『當
我們存在時，死亡就不存在，當死亡存在時，我們就不存在』
。因此，死亡是象徵：
「一
切都結束，甚麼都沒有了」。是「充滿眼淚、悲傷以及失望」，是「人類最不想看到的
結局」
。耶穌的門徒也是如此，親眼看見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讓人放在墳墓裡，他
們所信仰、所盼望的一切，到頭來都歸於無有，傷心、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啊。雖然
耶穌在之前就不斷提醒他們，自己生命的結局將會如何，然而，若是按照人類的想法
與經驗，「死亡當然就是一切都消逝，沒有任何的可能性」。所以，當眾人聽見耶穌復
活了，最自然的反應就是『驚慌、害怕又不相信』
，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事情會
發生。
那我們呢？我們真的相信耶穌已經復活了嗎？可能大家會說，牧師你真是愛說
笑，我們若是不相信，怎會坐在這裡聽你說這些枯燥無味的道理呢。對喔，大家若是
不信，怎會坐在這裡呢。「嗯」，那麼，我們來看看，眾門徒是到何時才相信？大家若
是繼續看 16 章 14-20 節，我們就能知道答案了。聖經告訴我們：「當十一個門徒坐席
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
後看見他的人所講的話」
。沒錯，這些人就是要親眼看見才願意相信，才願意接受耶穌
所吩咐他們的使命：「出去傳，到處去宣傳福音」
。各位，上帝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為
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埋葬，下到陰間。祂流出自己的寶血，
洗淨那願意相信祂，又在眾人面前承認祂名的人一切的罪，並且因著『信』
，我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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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永生的盼望』
。不只如此，第三日上帝讓祂從死裡復活，成為每一位信靠祂的人的
確據，因為祂的復活，我們所信的就有憑有據了。門徒雖然糊塗，起初是驚慌、害怕
又不信，而且還要親眼看見才願意相信。然而，這些糊塗的人相信之後，他們就『出
去，到處去宣傳福音。主也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而且這些人
就算是為主殉道也在所不辭。馬可：被人五馬分屍。彼得：被倒釘十字架。拿但業：
被石頭打到半昏迷，又被人用刀把全身的皮剝了，但他仍然向逼迫他的人傳福音，直
到三天後才死去。保羅：被砍頭而死…。
弟兄姐妹，這些人相信之後，就用行動、用生命來回應他們所相信，那已經復活
的主耶穌基督。那，我們呢？我們相信之後，到底用什麼來回應這個『極大無比的愛
與恩典』？對於現在的我們，到底主的復活具備了甚麼樣的意義呢？如果耶穌基督只
是在二千多年前從死裏復活，卻是沒有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的心中沒有那種更新、活潑又完全得勝的感覺，將原來那黯淡、失望的生命
除去，那麼，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沒有立志跟隨祂的腳蹤行，
服從祂，照著祂的精神與原則去做，就如同祂就在我們的身邊一樣，那麼，祂的復活
又有什麼意思呢？弟兄姐妹，這些門徒因為『相信』
，就用行動、用生命『去到各個地
方，成為見證主耶穌復活的見證人』。我們也要如此去做啊，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信
仰與生命來見證復活的主。
所以當我們與普世教會一同慶祝主的復活時，基督徒不再只是停留於思考主復活
的問題？因為要人相信二千多年前主耶穌是否復活，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只有
一種方式，就是讓自己成為主耶穌復活的生命見証人。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來
見証主耶穌確實活著，而且活在我們的心裡，一直、不斷在改變著我們！所以，我們
一定要好好的反省，復活的主與我、與你的生命到底有甚麼關係？我們真的有成為主
復活的見証人嗎？主復活的生命，真的顯明在我們的身上嗎？我們真的有喜樂與平安
嗎？有愛心與盼望嗎？有許多人見証說：復活的主幫助我戒絕毒品、離棄罪惡；復活
的主使我的生命有了色彩；復活的主，幫助我走過流淚谷，如今不再有憂傷、絕望；
復活的主幫助我不再自私、自我、爭競，幫助我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弟兄姐妹
你還在等甚麼呢？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不知大家將如何成為主耶穌復活的見証人？願
聖靈幫助我們勇敢，大大使用上帝所賜的才能、智慧與恩賜，努力在各個地方為復活
的主耶穌基督，作美好的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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