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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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3/1)為「婦女事工紀念主日」，由婦女團契參與主日聖工之服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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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幹事
報名。
3. 2 月 23 日(週一)19:00 柳原．台中恩典兒童少年合唱團舉行成立感恩禮拜，地
點：禮拜堂。
4. 德國手鐘團應邀來台巡迴演出，於 3 月 31 日(週二)晚上 7 點，在本會演出，
免費入場，歡迎大家攜伴參加。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陳佳萍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並經常參加聚會而就學於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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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至 3 月 15 日止。
二、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禮典組開辦今年度主日插花認捐活動，弟兄姐妹可選定您的生日、結婚紀念
日、受洗日…填入姓名及日期於教堂後方認捐表內，辦公室再依表通知辦理，
每次認捐金額：1500 元。願主感動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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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訂 3 月 3 日上午 09:30 舉行 2014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典禮，請兄姐踴躍參加。
報名請洽劉美緻長老、廖寶蓮長老。
五、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2/22)成人主日學暫停乙次。
2. 本日禮拜結束後，召開主日學教員會，地點：2 樓 A 教室，請同工出席。
3. 2 月份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2/22

高雅智

同上

余燕儒

3/1

陳育茹

卓啓煌/楊君舜

謝理明

1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郭柿娘

何秋萍

劉雅玲

吳憶恩

六、頌聲合唱團（團長：陳慧錦執事）
敬邀姐姐妹妹來歌唱頌讚主，每月第三週獻詩。每月一、二、四週主日第一
堂禮拜後在 2F 練唱室練習。
七、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為宣教 150 週年舉辦 150 對鑽石婚表揚慶典感恩禮拜，
鼓勵會員踴躍參加。參加對象：受表揚之鑽石婚夫婦及家屬（受表揚者必需
二人同時到場）、松年長者。時間：3 月 12 日(週四)上午 8 點 30 分，報到至
下午 3 點。地點：員林鎮大家來餐廳（彰化縣員林鎮忠孝街 42 號，04-832-7391）
內容：感恩禮拜、表揚、專題、演講、愛宴、餘興節目。費用：受表揚夫婦
免費，其他每名 300 元，交通、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辦理。有意參加者請於 2
月 23 日前向詹淑靜長老報名，逾期中會不受理。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永福教會訂 3 月 1 日下午 3 時，舉行王進財牧師就任第十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
2. 二二八事件 68 週年紀念禮拜，時間：2 月 28 日(六)下午 2:28，地點：台中
公園更樓。
3. 總會客家宣教委員會舉辦「客家母語創作徵文」
，請至 hakka.pct.org.tw 下載
報名表，4 月 31 日截止。
4. MEBIG 的協談輔導，日期：3 月 14 日(六)~15 日(日)安順長老教會，3 月
21 日(六)~22 日(日)羅東長老教會。MEBIG 的診斷，日期：3 月 17 日(二)~19
日(四)，地點：新竹聖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www.mebig.com.tw，洽詢
電話：(06)246-9463 林姐妹。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郭貴美姐、張得祥兄、陳月娥姐、
李朝富兄、李鳳珠姐、黃清琦兄、林義耕兄、陳朱碧琴姐、
江蔡銀花姐。
2. 為復興航空空難中死、傷人員代禱。
3. 為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代禱。
4. 為松年大學招生代禱，希望有更多的兄姐來參與。
5. 為今年教會事工代禱。
＊讀經進度表＊（2/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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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日

2/23(一
一)

2/24(二
二)

2/25(三
三)

2/26(四
四)

2/27(五
五)

2/28(六
六)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士師記

12:1~7

13:1~25

14:1~15:20

16:1~3

16:4~22

16:23~31

17:1~13

新
眼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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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Iâ-so. koh kā in kóng, Lín khì phó. thiⁿ-ē, thoân hok-im hō. bān peh-sìⁿ.
耶穌閣給講，恁去普天下，傳福音互萬百姓。（馬可十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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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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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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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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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3/1

謝敏川

留芳千古

約十二:1~8

38

148、338、
510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1

陳祐陞

跟隨耶的腳步

馬太八:1~13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4

陳祐陞

稱呼耶穌基督
做主

腓立比
二:9~13

8

151B、5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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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太 25:14~30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傳道 2015/2/15
敬愛的主內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是紀載耶穌論到天國的比喻，
有一個主人，因要到國外去，就把他的產業，按著個人的才幹與能力，分配銀子
給了他的三個僕人，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國外去
了，經過一段時間，主人回來，要向三個僕人算帳，那領五千和三千的，因主人
離開時，隨即做生意，各自賺五千和二千，主人說；「您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是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得快樂」，
但那領一千的，卻只有消極地掘開地，把主人給的銀子給埋了，並且說了一大堆
無法利用銀子的理由，手裡捧著原來的銀子，主人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你雖然知道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地方作生意，最起碼把我的楹子給兌
換銀錢的人，道我回來時，可連本帶利收回」，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並且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這三個僕人，主人把產業分給他們管理，基本上主人都肯定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才幹與能力，但為何他們在主人面前的成果與算帳，卻有不同的成果，重要的
關鍵在於領五千和二千的，他有為他們的主人「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而領一千的
沒有遠大的眼光，以致最後一事無成。讓我們從忠心的僕人，學習如何為主抱負
更遠大的異象。
一、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我們要尊主為大
這個主人，實際上已突破了主人和僕人之間，鮮明的身份和地位落差，主人
願意把他的家產以完全信任的信賴，委託三個僕人，自由地依照他們的意願和能
力，不論用什麼方式去經營或管理，都有自我選擇的空間。那領五千的照聖經所
說；主人離開時，第一時間隨即拿去作買賣，另賺五千，那領二千的亦去作買賣，
也照樣又賺了二千。因為這兩個僕人有尊主為大的心，當主人在家時，他們盡忠
職守，就是主人不在家，沒有主人看管或監督他們工作，他們更加利用機會，發
揮自己的智慧與才幹，運用最有效的做買賣的策略與方法，忠心工作，謹守作僕
人的身份。然而領一千的，非但懶惰，且開始自大，把在國外的主人忘得一乾二
淨，自己當起小老闆，把一千銀子埋在土裡，什麼都不作，在那裏納涼，無視主
人的交託，目中無主人的存在。
中世紀可以說是上帝給予教會祝福與最高峰的時代，教會興旺，教會地位亦
凌駕了國家皇帝與政治，然而教會教皇和領導者，沒有尊主為大，甚至教皇把自
己同等於上帝是不會犯錯，宣佈「教皇無謬論」
，甚至教皇和教會販賣贖罪卷斂財，
可赦免人的罪，使教會陷入罪惡的黑暗，遺忘了基督是主，教皇和教會領袖僅是
受託管理的僕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上帝肯定每一個人，都有存在與發揮能力的價值，無論在
家庭或任何職場工作或服務，應當提高警覺，時時警惕自己，我們只是受託負的
僕人，我們還是有主人是上帝，要尊主為大。
二、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要為主全力以赴加倍奉還
要為主全力以赴加倍奉還
最近台灣的政治，從日本首相引進一句政治的口語叫「加倍奉還」
，原來的用
意是有加倍報復的意思，但如果我們往好的方向去看，領五千的和領兩千的，
實際上他們為主人所做的努力與回報，就是加倍奉還。因為領五千的又賺了五千，
拿到主人面前的是一萬，領兩千的又賺了兩千，拿到主人面前的一共是四千。忠
心又良善的僕人，他們為主人抱負更遠大的異象，有更高的自我期許，要在主人
回來算帳時，以具體的努力成果，將主人所分配的銀子加倍奉還。那領一千銀子
的，他被主人嚴厲譴責，是因他只將銀子埋在土裡，沒有做出努力的實際行動，
甚至連把銀子交給兌換金錢的人，至少還能生一些利息，連本帶利，總有一些增
加，主人亦會欣慰。連這些都懶得作，一點具體的成果都沒有，更不用談能加倍
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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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受託成為上帝的僕人，過去教會曾推動倍加運動，教
會增長運動及現今的倍加運動，為主作工，不能論為口號或只顯示理想而自我感
覺良好，為主工作需具體呈現增加的成果，若能加倍奉還，將會被主悅納的肯定、
讚賞為忠心良善的僕人。
三、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為主做更多的事
當領五千銀子的又賺了五千，領兩千的又賺了兩千，主人就說：
「好，你這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
受你主人的快樂」
。我們的社會犒賞員工的方法是多發年終獎金，或是給員工放假
休息或旅行，有的安排更輕鬆的工作，但這位主人的獎勵方式，不但沒有放長假，
反而讓他管理更多的事。耶穌的時代僕人和主人地位相差太遠，僕人只能被主人
使喚，僕人沒有資格主動接近主人，或作主人的工作，能被點名參與主人管理更
多的工作，是何等恩典何等榮幸與光榮。
最近這幾年，學校為了回應 21 世紀神學教育和宣教，學校感覺比以往更加忙
碌，為了充實學校設施，自 2012 年 11 月開始興建綜合大樓，為了使玉神成為山
上的花園，使校園造福人群，我們辛苦大量栽培櫻花，供民眾欣賞。為了全面提
升原住民傳教師的神學水準，老師們每週經常奔波在台灣北、中、南及花蓮台東
共五區，教授 55 位二制道學碩士班，及協助外教派教會牧者在職進修班。為美化
及校園水土保持安全，進行五甲地的造林，及今年 9 月開始將協助普世教會造就
訓練外籍原住民學生。雖然非常辛苦，工作很多，但這些工作，是上帝給我們的
機會，是榮耀，亦是主的憐憫。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不要向主埋怨我們已經為主服事的付出過多了，請不要
拒絕我們的主上帝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或執行。能為主做工，或為主作更多的事，
是主上帝的憐憫、恩典和福氣。
四、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
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可享受與主人同在的快樂
領五千銀子和領兩千的銀子的僕人，他們尊主為大，無論是否有主人在家在
身邊，他們總是非常勤奮，努力不懈，運用才能與智慧為主人的產業投下心力，
非但如此，他們不像領一千銀子的僕人，懶惰拒絕執行管理產業的工作與任務，
以消極的方式把錢原封不動埋在土裡，一點作為都沒有。忠心的僕人，把握主人
不在期間的每一個時間運用智慧才幹，努力勤奮工作，而且加倍奉還主人所託付
的產業。
主人不但用口喊好、叫讚，肯定他們的忠心，而且更加倍把許多主人的事派
他們管理，而且他們得到更大的獎賞，是這兩個忠心的僕人所意想不到的，那就
是主人邀請他們進來享受主人的快樂。耶穌的時代，主人和奴僕之間，有明顯的
貴賤之分，主人不能與僕人同桌吃飯，主人生活起居的空間，奴僕亦不能隨便進
出。但如今，因忠心的僕人，他們具體的表現與成就，受到主人的讚美與肯定，
使主人感動歡喜快樂，主人主動邀請他們進來享受主人的快樂，是其他僕人所不
敢奢求的境界，因為忠心的僕人已不再只是卑微的僕人，而是主人賦予他們更高
的價值，與主人共榮，甚至主人的好伙伴。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想享受主人的快樂嗎？如果我們學習忠心的僕人為主抱
負更遠大的異象，今生今世神必高舉我們，你必有上帝的價值，並有權到被主邀
請享受主耶穌基督的快樂。
結論：
結論：
玉山神學院設立 69 年，學校設立的目的，絕對不是要造就在教會或社會可以
呼風喚雨偉大的領袖，而學校僅僅是要栽培能為主耶穌基督忠心的僕人，我們期
許我們的玉山神學院，能為主抱負更遠大的異象，培育「
「尊主為大的僕人」
「為
尊主為大的僕人」，
主努力加倍奉還的僕人」
，
「為主做更多事的僕人」
，最後能「享受主與主同在快樂
主努力加倍奉還的僕人」
為主做更多事的僕人」
的僕人」
。玉山神學院必須在上帝及教會和弟兄姊妹面前，坦誠的說，我們所做的
的僕人」
不算好，我們的努力不夠，請鼓勵我們，請幫助我們，請為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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