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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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原教會防疫措施＊（不必朗讀）
弟兄姐妹平安！因應受武漢肺炎影響，教會啓動防疫措施如下，希望兄姐一起配合！
1. 週日進入禮拜堂前請配合門口接待同工進行雙手的消毒。
2. 禮拜中為了不傳染別人或被傳染，室內聚會請儘量戴口罩（請自備）。
3. 已有咳嗽、流鼻水、發燒症狀的兄姐建議在家中觀看新眼光、好消息電視台頻道。
4. 請在近期內到過中國的弟兄姐妹先不要來教會，直到回國 14 天後沒有任何症狀
再恢復聚會。
5. 在教會聚會、開會儘量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
6. 防疫期間出入教會，問候時請以拱手代替握手。
7. 各團契、小組的聚會視疫情做調整。
柳原教會關心您，願主保守，閤家平安！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有需要口罩的年長兄姐，禮拜前請至辦公室領取。
2. ★本日(2/23)是「向榮教會建堂募款主日」
，由鄭凱佳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並主
禮一、二堂禮拜。
3. ★下週主日(3/1)是「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由林佳勳牧師主禮一、二堂禮拜，婦女
團契負責第一堂禮拜服事。
4. 本會楊育真姐妹於 2 月 14 日安息主懷，享年 72 歲；已於 2 月 19 日(三)舉行告別
禮拜，後安放於十字園埔里園區。求主安慰家富兄及遺族。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本日(2/23)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出埃及記 24 章 12~18 節。
二、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3 月 14、21、28 日(六)15:30~17:00 於 2F 練唱室練唱，請團員準時出席。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2 月份慶生會與 3 月份慶生會合併舉行。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 2020 年春季靈修旅遊，因應受武漢肺炎影響，活動暫時停
止。
3. 歡迎加入松年團契，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20 年會費每人﹩500 元，至 2
月 29 日截止，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四、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執事）
3 月 3 日星期二晩上 7:30～9.30 手鐘團新課程開始上課，請團員及有興趣參與服事
的會友準時出席上課。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上週探訪：邱金鳳姐、蔡宗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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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青團契（會長：顏姿叡執事）
本日下午 1 點於 2 樓 A 教室舉行例會，講員：許明暉長老，內容：「信仰分享」。
七、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3 月 1 日(日)為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禮拜中由婦女團契及頌聲合唱團擔任服事，
請兄姐為婦女事工關心、代禱與奉獻。
2. 3 月 1 日(日)10:20 召開委員會，地點：一樓松年會館，請委員準時出席參加。
3. 3 月 8 日(六)世界公禱日，今年的代禱國–辛巴威，敬邀兄姐撥冗參加，地點：
忠明教會，時間：14:00。
4. 自口罩採實名制領取，7 天領一次，一次二片，是否覺得不夠用呢？怎麼辦？？
別擔心，我們教您如何幫口罩穿衣服，來達到最佳使用效能，一起來渡過疫情。
例會：3 月 15 日(日)上午 10:40，地點：一樓松年會館，司會：盧金梅，主題：
「口罩套 DIY」，講員：廖寶蓮、盧金梅，請自備針線。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9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3 月 3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開學感恩禮拜，主
禮：陳祐陞牧師，上課時間：3 月 3 日~6 月 17 日。費用：1500 元/人，請兄姐踴
躍參加，報名請洽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九、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參加貝斯速成班，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有心，我們
就教你！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十、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歡迎兄姐為主日插花奉獻，認捐金額一次為 1500 元，請於奉獻袋註明為「主日花
材奉獻」及姓名、日期。感謝您的奉獻，上帝必加倍賜福您~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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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部舉辦「二二八事件 73 週年紀念追思禮拜」，時間：2 月
28 日(五)下午 2:28，地點：台灣公義行動教會(台中公園更樓前)。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臻愛系列 1」
，時間：3 月 28 日(六)，
地點：霧峰省議會（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費用：3/2 前 750 元/人，3/9 後 800
元/人。報名條件：基督徒或慕道友 64~84 年次，報名請洽 line ID：cjhung0130
洪秀貞組長。3 月 20 日截止。
＊代禱事項＊
1. 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
峰期，並為台灣前線的醫護人員代禱。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為楊育真姐妹的遺族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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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Iâ-hô-hoa ah, chī-chūi ōe kià-kha tī Lí ê pò͘-pîⁿ？ Chī-chūi ōe khiā-khí tī Lí ê
Sèng-soaⁿ？ (Si-phian15:1)
(台語) 耶和華啊，是誰會寄腳佇你的布棚？是誰會徛起佇你的聖山？ (詩篇 15:1)
(華語)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 (詩篇 15:1)
＊下週金句＊
以賽亞 43:19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2/23(日)
出 5-6

日期
經節

2/24(一)
出 7-8

2/25(二)
出9

2/26(三)
出 10

2/27(四)
出 11

2/28(五)
出2

2/29(六)
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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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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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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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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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林佳勳

主所使用的
婦女

路加福音
24:1~12

36

9
520
387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

林佳勳

主所使用的
婦女

路加福音
24:1~1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4

林佳勳

從上帝來的
信心

列王紀上
17:8~16

30

281
622
3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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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上帝的團契】

約翰福音 5:1~9

舒度大達牧師 2020/2/16

列位兄姊大家平安，今仔日非常歡喜，會凍佮大家作伙敬拜咱的上帝，也嘛感謝主
賞賜這款的機會佮大家說多謝。久長以來，咱教會對原住民宣教的事工，有極大的的
幫助和真好的口碑，佇遮代表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向咱的教會說一聲「mhuway
namu balay」，願上帝祝福咱的教會佮每一位疼主的兄姊。
原住民教會發展到今，咱的確要感謝主，無論是佇山頂、圧腳、都市、海岸，甚至
佇海島，攏有咱所起造的教會，佇彼宣揚上帝國的福音，抑有多多牧者同工佇彼打拼
成為上帝忠心的奴僕。這是值得咱獻出感恩。為著按呢，我要用一首布農族的福音詩
歌，來獻上我對上帝佮咱的教會的感謝，嘛深深感受到，有上帝真好，有咱教會真好。
此首詩歌的歌名是「唱出希望」。
相聚在這個地方，真是不簡單，多少個窮年累月，今天還能再見面，經過了千里迢
迢，走過了萬叢山，渡過了百般試煉，在此相互勉勵。
嗨喲呀嘿喲咿喲，嘿喲伊喲嘿，把我們的理想，用歌聲唱出來。
嗨喲呀嘿喲咿喲，嘿喲伊喲嘿，把我們的希望，分享每一個人。
貳、本論
列位兄姊，在咱教會的宣教歷史中，會凍在山頂、圧腳、都市、海岸和海島豎起佮
推展，咱的確要大聲應說：感謝主！
此時，咱來看今仔日所讀的經文，是記載主耶穌怎樣醫治一個破病久久的人的故
事。耶穌是怎樣幫助伊、協助伊，以及互伊有氣力復爬起來、重新勇敢面對伊的生命。
經文的故事，就是教示咱怎樣起造上帝的團契，今仔日牧師邀請大家來作伙思考和學
習，互咱信仰的生命，佮信仰生活的見證，會凍成為一個福氣的生命佮生活。
一，上帝的團契是起造一個有醫治，更新和盼望的生命
在新約聖經中有真多的所在，攏有相款記載有關主耶穌基督醫治病人的故事。總是
這段聖經乎咱有活活的見證，教示咱怎樣起造咱的信仰生命，成為主耶穌真真正正的
學生，榮光祂的名和利益眾人。經文有按呢講：
「佇猶太人的一個節期，主耶穌祂來到
耶路撒冷。主耶穌祂就來到ㄧ個叫羊門的地方，在那裡有一個水池，當地的人叫這個
水池叫作~畢士大.......，每天都有不少的病人群聚在此個所在。」
為什麼耶穌在猶太人的一個很重要的節期內底，沒入去聖殿內底，佮猶太人的宗教
領袖作伙敬拜上帝，反回出現在多多破病的人佮小小的畢士大水池中間？因為畢士大
此個所在是一個有醫治，會凍乎人更新生命佮盼望的所在。
話說，這個水池的水，在某ㄧ個時間天使就會甲伊攪(la)乎陣動，設使水池的水若
在震動的時，頭一個落水的人，伊身上所有的病症就攏會凍得到醫治。所以當時有多
多病痛的、身體欠安的、殘障的人，都會想辦法欲(beh)來這個所在，在彼欲等候水池
的水震動，想趕快下去水池得到醫治。
畢士大水池的確是此個有醫治，乎人有盼望佮賞賜人有更新的生命的所在，所以耶
穌就出現在 hia。列位兄姊，咱所起造的家庭，社區和教會，豈是親就畢士大水池此款
的所在，有醫治，乎人有盼望佮賞賜人有更新的生命的所在，若是按呢，我相信，咱
的救主耶穌嘛豎在咱的中間，阿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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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的團契要成為耶穌基督拯救的手
今仔日的聖經，是按呢佮咱說，當主耶穌來到水池邊的時，伊看見多多病人躺在
那彼，中間有一位已經破病躺在彼 38 冬的人。主耶穌看見伊，就來到伊的面前講：
「你
愛得到好嗎？」那個病人對主耶穌應說：
「主啊，水振動的時，無人通扶我落池；到我
來的時，別人代先我落去啦。」
列位兄姊，畢士大是一個有醫治，有盼望佮有拯救的所在；為什麼猶原有一個破
病 38 冬躺在那(hia)沒人幫忙？咱想看麥，這段經文乎咱無什麼款的教示？對我來看，
這是乎咱基督徒真好的信仰提醒。畢士大雖然是一個有醫治，有盼望佮有拯救的所在，
總是咱要知道，咱若是嘸凍成為耶穌拯救的手，咱所起造的團契，猶原有親像經文所
說的，破病 38 冬躺在彼沒有幫忙，在那等候別人的幫忙。
列位兄姊，今仔日的社會充滿功利佮自私，條件好的人永遠會凍得到擱卡多的資
源佮機會，條件壞的人，永遠到那等候別人的幫助佮支持。這是真現實的代誌，耶穌
的時代是按呢，今仔日的咱，嘛是按呢。上帝的團契若嘸凍成為耶穌基督拯救的手，
咱教會的宣教事工就空空虛華無價值，嘛袂凍成為別人的福氣佮盼望的記號。
三，上帝的團契要放拺自己的舖仔(pho-a)
主耶穌就對他說：「起來，夯(gia)你的舖仔(pho-a)去行！」那個人隨時好，從那時
開始，伊就脫離了 38 年久未凍自由行動的苦境。
列位兄姊，舖仔(pho-a)是乎這破病 38 冬久安心起居的所在，舖仔(pho-a)嘛是乎這
破病 38 冬的人，袂凍起立走路的物件。這破病 38 冬的人若無遵趟耶穌的話，夯(gia)
你的舖仔(pho-a)去行，我相信他猶原在那躺啲，袂凍領受新的生命，起來行。
其實，咱每一個人攏有自己的舖仔(pho-a)，這舖仔(pho-a)可能是咱的傳統，咱的
規矩，咱的工作，咱的名聲佮地位，甚至是咱的價值觀，意識型態佮自私，這等等的
舖仔(pho-a)乎咱有真好的生活品質佮水準。列位兄姊，此款的舖仔(pho-a)嘛可能阻擋
咱親近上帝，阻擋咱袂凍成為別人的福氣，在信仰生命內底親就破病 38 冬的人同款，
躺在那袂凍行路。
今仔日耶穌要咱夯(gia)咱的舖仔(pho-a)去行，咱的確親像玻病 38 冬的人同款，咱
夯(gia)咱的舖仔(pho-a)去行，放拺咱的舖仔(pho-a)成為上帝國福音的祿用佮工具。
參、結論
親愛的兄姐，今仔日主耶穌的話嘛擱再一遍來提醒咱：上帝的團契是要咱起造一
個有醫治，會凍乎人更新佮盼望的生命，嘛乎咱成為主耶穌拯救的手，尋求需要咱幫
忙的人，成為弱勢人的同伴佮幫忙；若是會凍按呢，我相信咱嘛會凍放拺咱自己的舖
仔(pho-a)去行，成為真真正正上帝的團契。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