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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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4/19)是「大眾傳播基金會奉獻主日」，由新平教會蔡士緯牧師前來
本會請安、報告並主理一、二堂禮拜。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新平教會。
2. 十字園訂 4 月 18 日(週六)在民族路教會 1F 辦公室召開追思感恩禮拜檢討會，
請董事、委員同工參與提供建言。
3. 本會洪林晚潮姐妹於 4 月 7 日安息主懷，享年 91 歲。訂 4 月 14 日早上 08:00
舉行入殮、告別禮拜（中國醫藥學院立夫大樓地下 4 樓），火化（大甲火化
場）後安放於台中市十字園埔里園區。請為遺族代禱。
4. 請以下兄姐至辦公室領取加洗的相片：賴麗月、陳玉鳳、江旭輝、陳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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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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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宣道委員會傳道靈修組（組長：許允麗執事）
傳道靈修組訂於 4 月 18 日(週六)上午 09:00~12:00 舉辦避靜靈修會第二場先修
培訓課程–講師：南港長老教會許榮豐牧師，講題：1.泰澤祈禱靈修學習之旅
分享，2.靈性形成與操練分享。敬請兄姐踴躍參加，報名請洽辦公室曾青美幹
事（4/12 截止）。
三、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4/12)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二十:19~31。
2. 4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4/12

高雅智

卓啓煌/楊茗鈞

劉雅玲/潘哲雄

4/19

何秋萍

葉美玲/楊茗鈞

羅寶玉/卓啓煌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劉雅玲

洪泰陽

劉雅玲

洪泰陽

四、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本主日(4/12)上午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由鄭純珠執事主理，請兄姐踴躍
參加。
五、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四月份婦契例會《及第二季慶生會》，日期：4 月 19 日，時間：10:40，地點：
2F 長執會議室，邀請勵馨分享的主題：「查某人來開講」–女人不獨白；講
師：張玉芳社工師(性別倡議專員)，司會：葉美玲執事，司琴：黃金鈺執事，
歡迎大家一起來關心婦幼事工。敬請顧問及委員於會後 11:40 召開委員會。
六、聖歌隊（隊長：呂明玲執事）
聖歌隊訂在 4 月 25 日(週六)舉行”奇美博館之旅”，早上 06:30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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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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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4 月 15 日(週三)上午 09:00 醫學健康講座，由潘哲雄醫師主講：
「介紹眩暈症」
，
歡迎兄姐來聆聽。
九、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事工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上午 8:30~12:00，於草屯教
會舉辦 CPR 急難救助訓練。請向教社組卓聖育執事報名。
2. 竹山教會訂 5 月 17 日(週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10 週年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教育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20~14:30，於篤行教會舉辦總會夏季
學校雙教材訓練會。費用：100 元，講師：盧俊義牧師、許曉涵傳道師。請
於 4 月 21 日前向成如慧傳道師報名 2201-6454。
4. 「從民俗談福音」民俗轉化研習會，時間：5 月 25 日(週一)~27 日(週三)，
地點：崇光女中文萃樓(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 18 號)，費用：4500 元(含住宿)。
詳洽(02)2362-5282#257 王靜觀小姐。5 月 11 日截止。
5.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4 月 25 日(週六)09:00~12:00 於柳原教會舉辦財務人員實
務研習會。費用：250 元/人，4 月 20 日前 200 元/人。請傳教師、財務負責
人、出納、簿記(會計)、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財團法人董事等踴躍參加。
6. 台中中會婦女女事工部訂 4 月 18 日(週六)09:00~15:00 於柳原教會舉辦靈修
造就會。費用：200 元/人，4 月 10 日截止，請向鄭良美姐妹報名 0933-534-74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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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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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洪林晚潮姐妹的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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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21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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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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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Iâ-s kā i kóng, Góa chiū-sī l, sī chin-lí, sī oh-miā; nā bô tùi góa, chiū bô lâng
chiū-kūn Pē.
耶穌給伊講，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無對我，就無人就近父。(約翰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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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蔡士緯

宣教的能力

可九:14~29

5

67、160、514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19

蔡士緯

宣教的能力

可九:14~2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2

陳正雄

信仰的動力

約三:1~15

33

46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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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日

4/13(一
一)

新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眼
光 8:21~30 8:31~47

4/14(二
二)

4/15(三
三)

4/16(四
四)

4/17(五
五)

4/18(六
六)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8:48~59

9:1~12

9:13~34

9:35~41

10:1~6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197 首 凡若有人被罪苦楚
作曲／John H. Stockton(1813-1877)
作詞／同上
這首聖歌的歌詞與曲調大約是在 1874 年或 1875 年問世。這類型福音詩歌在
傳福音的聚會上廣泛被使用。除了在不列顛群島，在美國也是如此。作者 John H.
Stockton 1813 年 4 月 19 日出生在美國賓州，New Hope 的一個長老會信徒的家庭。
1832 年夏天，他在新澤西州 Paulsboro 地舉行的衛理公會夏令營中重生得救。1838
年加入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46 年獲准擔任聖職傳道。起先，他一直不
喜歡擔任巡迴傳道師，後來才順服主說：
『我在這哩，請差遣我！』他曾經兩度因
健康惡劣而休養。1874 年出版”Salvation Melodies”，1875 年出版"Precious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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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在費城舉行的慕迪和孫蓋聚會內有力的助理人員。孫蓋先生曾寫信給他
說：
『我感謝天父，因祂賜你能力寫出這麼美妙的音樂和有力的歌詞。我誠懇地盼
望神給你更多時間，用你那珍貴的詩歌來祝福這個世界。希望你接受我們由衷的
敬意，因為你所寫的詩歌已成為地上千千萬萬人的祝福。』1877 年 3 月 25 日，他
在 Philadelphia 的 Arch Street 教會參加完早晨崇拜後，下午與友人交談間，突然感
到不適，幾分鐘後便與世長辭了。
本首聖詩將中國人傳統的性格、人生勞苦努力的生活模式，描述的十分瞭然。
雖有苦楚，但如詩歌寫的”不過信祂，不過靠祂，此時信靠祂，祂能救你，祂必救
你，此時拯救你”。有此等盼望的人真是有福，雖處患難，心卻有喜樂。

＊上週講道＊
【遇見復活的主】

太廿八:1~10

陳祐陞牧師 2015/4/5

耶穌復活那早起上帝有差天使來互地大震動，因為主的使者從天落來將石頭
移開。這欲互咱來想，在咱人生常常也會遇到這款大地動，臨到佇咱生活的中間，
但是若是主的臨到來振動的時，這個振動是欲互咱遇見復活的主來改變咱的一
生。耶穌復活是從那個封鎖的墳墓天使在遐振動來移開石頭，當在遐地振動之時，
在周圍看守的兵非常著驚，4v 說這些顧守的兵因為驚就愕愕惙，親像死。親愛的
兄弟姐妹！什麼時陣上帝在咱的人生互咱一個非常大的振動，那個振動有時互咱
非常著驚，互咱親像欲死一樣，總是呣免驚！屬上帝的百姓在遐欲看見是上帝差
來的天使佇咱的生命中互咱一個振動，只有振動石頭才會移開。在咱的生命裡底
有一塊石頭，咱將復活的主封鎖起來，那個被封鎖起來的主當活在咱生命的中
間做什麼，常常咱沒法度經驗主是活的，咱信主漢呢久未曾來經驗主是活活的主，
也未曾因為遇著活活的主來興奮。天使來振動墳墓！在遐耶穌從墳墓出來。
海倫若霏是一位女的宣教師本身也是一個醫生，她在非洲傳道，她曾寫一本
書叫「活出聖潔」
，在這本書中她有說起一對非洲來的夫婦與她是神學院同學，名
叫 Mark & Erina，二人在遐受造就完打算要回去非洲自己的國家傳道，當
最後一年欲畢業那年，有一日四歲的囝仔互毒蛇咬，親像一個真大的地動臨到
佇的人生，這個作者與相及來救這個才四歲的囝仔，總是救沒活。當畢業
了回到非洲另外一個 2 歲半的囝仔 Mary 得到癌，這對夫妻在人生第二次地動的
時猶原站穩，說：”阮相信疼阮的父，將歹的代誌互伊的兒女，將阮承擔
起的擔來互阮”，總是這個囝仔在她生命中有上帝的活命，看到這個囝仔的人就知
道她是有耶穌基督在伊裡底的囝仔。不多久以後，這對夫婦又遇到第三次的地動，
這是真大的地動，五個月的一個男嬰，因為他的姊姊 Mary 發現說她的弟弟五個
月了都還不會笑，就給她的媽媽說：
「隔壁的小孩比咱的弟弟較小漢都會笑，為什
麼咱的弟弟笑？就去找醫生，結果發現的囝仔是腦性痲痺的囝仔，不會笑
也沒反應，也曉走路。人生連續遇到三場的地動還站的住嗎？這是很大的地震，
總是是屬上帝的子兒，屬上帝的子兒是在一切的地震中欲來見到復活的主。後
來受派到一個很偏僻的所在去開拓教會，在遐沒人要接受，又受很多的綑迫。
有一次這個作者帶二個同工去探訪，但當進入到的厝，感覺有什麼沒好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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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坐下來聽說第四次的大地震。說就是佇昨日才發生的。因為阮知恁欲來，
阮昨天就到阮後面要去摘一些水果青菜，又要去捉一隻雞殺來請恁，但是無打算
當阮去之時，發現整片菜園互人圇了了，雞也互人掠去了，不止按呢，阮又聞到
一個火燒的味，抬頭一看，原來是阮用幾個月所蓋的一間小小的禮拜堂已經互人
放火燒，阮去叫厝邊的人一起來滅火，用水桶取水，總是教堂已經燒去啦，在周
「這不是阮非洲人的習慣，遇到困難大家會互相幫
圍的人無一人肯幫助阮，說：
助，因為阮是傳道人，所以無人肯幫助阮，這是人生中第四次的大地震。兄弟
姐妹！在咱的人生是不是一帆風順？或是猶原會遇到類似這款的大地動？故事不
是到此結束，這個 Erina 非常的不高興。第四次的大地動那粒石頭好像要將她壓
死，她看不到復活的主，她就產生生氣、怨恨的心，她給上帝說：
「上帝啊！你為
什麼互這些代誌來發生，我當了解。」那天晚上要睡以前，她先生 Mark 邀她一
起來讀聖經，禱告，她拒絕，她說”你自己禱告，我若禱告，上帝一定會說服我。”
她就先去睡覺。上帝用異象來對 Erina 說話，活活的主知道 Erina 痛苦的心境，竟
然來到她身邊來啓示她，互她看到厝內有四個瓷器擺在角落，異象過去。第二
次又出現相同的異象，四個瓷器在那個地方。第三次又出現，第三次出現時有聲
音告訴她”你倚近看這些瓷器”，她看到這些瓷器裡面有水，不過這些瓷器是剛剛
用手捏好的，還沒被火燒過，所以底部的水一直漏一直漏到外面，就這樣她醒過
來，上帝對她說話”這個瓷器若沒經過火燒，就當成為器具，你是在我手中的器
具，經過火的鍛鍊，欲成為主重用的器具”，Erina 就感激流眼淚在主的面前，說”
主啊！我心中一切的苦境，你竟然都知道，閣用異象來對我說話。”她就順服在主
面前，用歡喜來感謝面對這一切的苦境。上帝在後來就大大來使用這對夫婦，互
成為經過鍛鍊的瓷器。
親愛的兄弟姐妹！耶穌基督本身也經過最痛苦的十字架，經過最黑暗的墳
墓，但是他有從遐出來，這是咱的盼望，這是咱在任何苦境中間的盼望。今仔日
復活的主對世界宣告什麼？”死啊，你的權勢在何處？你的毒鉤在何處？”耶穌基
督已經復活！連死亡都當贏過咱的主。上帝的作為是奇妙的，他原本在世界創
造一個快樂的樂園，是人犯罪給伊毀壞的。人在罪惡的中間真正可憐，上帝用他
的生命來救贖人，互咱會當得到永遠的生命。2000 年來這個空空的墳墓對咱見證
什麼？請你看 9v”忽然耶穌基督遇著，說”願恁平安”在這所用的平安與普通在說
peace，shaloom 那字平安不同字，在這是用 Hail，這字原來的意思是”歡喜快樂”
著歡喜，著快樂，耶穌基督復活的主，對他的學生第一句話是願恁歡喜、快樂。
我已經打破死亡的權勢，已經為全人類還了罪的債，沒一人會當控告恁，沒一項
苦難會當毀滅恁，因為我已經復活，所以恁著歡喜，恁著快樂！”這是復活的主
所互咱的信息。
10v 耶穌給講：「呣免驚！去報我的兄弟，教去加利利，在遐欲見著我」
你有注意耶穌所交待這句話嗎？他沒說”你去給我的學生說”，他是說你去給我
的兄弟說，復活的主是看你、看我做他的兄弟姐妹。那些當耶穌受難的時，離開
他的門徒，耶穌在此沒一句責備的話，卻是在復活之時，用上帝沒條件的愛來稱
做兄弟，這款深刻的疼但願咱今仔日會當來感觸到，復活的主在此對咱說什
麼？”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恁著去給說，也的確會見到我，也的確會經
驗復活的主，”為著按呢，咱欲宣揚主復活的信息”。為著按呢咱欲因為主復活
來興奮，來歡喜快樂，咱呣驚十字架，咱呣驚墳墓，因為咱的主已經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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