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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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 63 屆通常年會於 17~20 日在台南長榮女中舉行，本會陳祐陞牧師前往參加。
2. 2017 年度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3.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預定於 6 月中旬開始啓用新聖詩。硬皮$290/本，軟皮金
邊$350/本，每戶補助$200，即日起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
4. 請兄姐繳交全家福相片（請註明相片中人員姓名，可用數位檔）
，以利製作 120 週
年紀念冊，5 月 31 日截止（母親節當天可協助拍攝，請向辦公室預約登記）
。
相片數位檔請寄至 liuyuan1898@gmail.com 或 a09188900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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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成人主日學於 1 樓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 24 章 36b~48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5 月 13 日適逢母親節，5 月份例會暫停，慶生會與 6 月份合併舉行。
2. 4 月 29 日松年團契於主日禮拜中獻詩，4 月 8 日起，每週日早上 08:00 於松年
會館練唱，請會員準時參加。
3. 由台中中會主辦，中區三中會第 30 屆松年聯誼大會，時間：5 月 25 日(五)08:30
報到，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400 元/人，傳教師(本人，含退休)免費，請
向林政義長老報名，4 月 30 日截止。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週日(4/15)上午十點半，於 2 樓長執會議室召開月例會、慶生會。邀請陳祐陞牧
師分享，主題：『上帝是愛』。經節：耶利米書三十一章，第 3 節。司會：盧金梅
執事。本季壽星：劉美緻、吳雀、黃金鈺、朱昌美、羅寶玉、陳佳萍、陳慧錦。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謝光亮弟兄夫婦、何啓光執事家庭。
五、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清水基督長老教會訂 4 月 22 日下午 3 點，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2. 總會教育委員會訂 4 月 21 日 09:00 於柳原教會舉行「2018 暑期及主日學教材
研習營」。
3.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訂 4 月 28 日在柳原教會舉辦，本次訓練
課程主題為：「兒童敬拜讚美好好玩！」邀請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第二小區辦理婦女事工靈修一日遊活動。日期：6 月
12 日(當天預計上午八點出發，下午五點抵達台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 月
13 日(週日)，參加對象：第二小區各教會婦契姐妹及其眷屬，名額限 42 名。地
點：惠蓀農場、清流部落、咖啡園，費用：每人 600 元，各教會婦女團契自行
决定是否補助。內容：信息分享、詩歌歡唱、欣賞上帝創造美好世界。報名請
洽婦女團契會長。
5. 台中中會財務部舉辦「教會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
，時間：4 月 21 日(六)08:20~
12: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250 元/人(4 月 16 日前報名 200 元/人)。請傳教
師、財務負責人、出納、簿記、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法人董事等踴躍參加。
6. 台中三榮長老教會訂 4 月 29 日(日)下午 3 點，於旭光國小旭光廳(烏日區健行路
501 號)舉行三榮教會昇格堂會暨牧師黃暉懋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1

＊代禱事項＊
1. 為第四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5/4~6/29）順利進行代禱。
2. 為設教 120 週年，求主帶領柳原教會各項事工都能順利進行，質量都增長。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
陳春生兄、王謝月仔姐、莊水發兄、林南兄、陳朱碧琴姐、林義耕兄、卓聖耘
弟兄。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siat-sú ōe kóng lâng kap thiⁿ-sài ê im-gú, nā bô jîn-ài, góa chiū chiâⁿ chòe
hiáng ê tâng-khì, tân ê lâ-poa̍h.( Ko-lîm-to chiân13:1)
(台語)我設使會講人及天使的音語，若無仁愛，我就成做響的銅器，鳴的鐃鈸。
（哥林多前書 13:1）
(華語)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
一般。（哥林多前書 13:1）
＊下週金句＊
哥林多前書 16:14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4/21)由何中亨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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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4/15(日)

4/16(一)

4/17(二)

4/18(三)

4/19(四)

4/20(五)

4/21(六)

經節

利 11-12 章

利 13 章

利 14 章

利 15 章

利 16 章

利 17-18 章

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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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耿明德

作個好管家

馬太福音
6:19~21

37

246
263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22

耿明德

作個好管家

馬太福音
6:19~21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5

陳祐陞

教會第一個神蹟

徒3:1~10

15

76、461、50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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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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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出席

日

09:30~11:00

大禮拜堂

4/8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4/8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6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4/11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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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20 人

1 樓松年會館

＊上週講道＊
【心的眼光】
約翰福音四:15~20
蕭仁維傳道 2018/4/8
一、前言
兄姊大家平安，感謝大家過去一年來為了新眼光電視台的代禱與奉獻。願上帝記
念你們所擺上的。新眼光這個名子用的很好，用心(新)的眼光來看世界。我們身處的
時代是網路媒體的時代，所以宣教也必須要跟的上時代的宣教。
早期宣教媒體透過文字來幫助宣教，後來進入了科技時代，有了基督教電視台 15
台等，但較不碰觸多數敏感議題。後來長老教會本著其精神創立了新眼光電台，著力
於本土精神。
媒體是我們每天都會接觸的一部分，總會機於善用媒體資源而創立之；其新眼光
創立的歷史如下：
2004 年第 49 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常年會通過成立電視台
2006 年 6 月 新眼光網路電視開播
2006 年 7 月 ＭＯＤ節目開播 （目前未播送）
2006 年下半年 無線單一時段播出
2007 年 朝向數位電視頻道邁進
2008 年起 新眼光電視台正式開播
2010 年 8 月 1 日 新眼光 MOD203 台開播
2016 年 4 月 1 日 新眼光 app 正式上架
二、本論
『兩位邊緣人的對話』
今天的經文裡開始於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中。因為自身的對比與差異，耶
穌與撒瑪利亞婦人，可算是各自社群中的「代罪羔羊」和「邊緣人」
。耶穌被猶太社群
和法利賽人所厭棄，而撒瑪利亞婦人呢？
她不像一般的婦人都是清晨來打水，而是選在炎熱的中午來井邊打水。或許因為
身分的特殊，不想被人指指點點；透過經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她有過五個丈夫，或是
五個同居人；我們不知為何她會有這樣的感情世界，但可以理解，她可能是個愛的失
敗者。這樣的處境讓她在當時候的社會，受到了道德的排擠。
在聖經背景的時代，正統猶太人不會走這條路，他們寧願走較遠的路，避開與撒
瑪利亞地區的接觸。他們會從耶路撒冷，先向東行，下耶利哥，然後經過曠野，走三
天路往北上加利利去。選擇這樣避開撒瑪利亞，很安全，又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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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行動卻突破「正統」
。突破是看見新的眼光。耶穌除了突破正統以外，更使 ‘
人震撼的事，就是作為正統拉比，他突破了猶太教的「正統」：
首先，他「突破路線」。在約翰福音 4:4 裡，耶穌必須經過撒瑪利亞。「必須」一
詞幫助我們了解，耶穌經過撒瑪利亞，不是因為趕時間，而是有計畫性的必要。在約
翰福音之中，這個「必須」是指明神的心意，也就是說耶穌經過撒瑪利亞是神必然的
計劃。因為他知道在那裡的一個井邊，有一名生命上需要被解放的婦人。
再來第二個部分，「談道對象」。在猶太人拉比文學之中，並不鼓勵拉比對女人講
授律法。在主後第二世紀集成的《米書拿》之中，拉比以利以謝說：
「如果有人教授他
女兒律法，就如教她縱慾」。另外，又提到：「每逢男人和女人談話太多，他會自找麻
煩，忽略律法的研究，最後承受地獄」。
『撒瑪利亞人』
福音書的作者，是非常擅用比喻寫者。經文中的張力透過了民族的對比，讓我們
可以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雖然我們無法回到過去，但是以歷史的眼光我們可以來查
看，若要進入今天經文的情境裡，首先我們需要來了解這個特殊的族群「撒瑪利亞人」
。
撒瑪利亞這族群是在大衛作以色列王的時候，原本是以色列國的一個城市。後來
到了第三代羅波安作王的時候，因著政治局勢才分裂成為北方的以色列國，及南方的
猶大國兩個國家。而北方的以色列國以撒瑪利亞城作為首都。以色列國在公元前七百
二十一年亡於亞述。以色列人從本地被擄到亞述。
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瑪，和西法瓦音遷移人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
邑，從此北方成為混合民族的地方，所以從那時起撒瑪利亞就成為古代北方的以色列
國一帶的統稱，不再是僅指撒瑪利亞城；而那地方的居民則統稱為撒瑪利亞人。猶太
人因撒瑪利亞有種族混合之慮，所以不肯承認他們是以色列民之一。
當尼希米把波斯國統治下的一批猶太人，從被擄之地帶回返國時，撒瑪利亞人想
幫助他們建耶路撒冷聖城，但被猶太人拒絕之後，他們就設計妨害修城工程。從此猶
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彼此仇視，互不來往。猶太人認為撒瑪利亞人是外邦人，不是神的
選民，與猶太教無分無關。而撒瑪利亞人則在當地的山另立拜神的中心。
『不請自來的邀請；耶穌介入人的生命』
然而，耶穌打破了經文中的社會限制。耶穌主動的開口要水喝；這個舉動讓撒瑪
利亞婦人非常驚訝。因為社會的現況不可能讓她們彼此有交集。
婦人需要的是生活上實質的需要，井裡面的水源；但耶穌所說的卻是生命的需要，
信仰的活泉。婦人的心理可能在打量著耶穌。但是耶穌卻透過關懷來幫助她的生命。
這是個很難啟齒的問題，一般人無法也很難對陌生人來回答這樣的問題；她的丈夫是
誰？
但是這樣的問題卻可以幫助我們，為什麼她必須要在中午這個時間來打水？耶穌
如此的冒犯，是否會讓人不是那麼好受？但是，我想耶穌出自於關懷的舉動，卻幫助
她的內心得到安慰。短短的幾句經文並無法讓我們了解，在這個過程中，耶穌所陪伴
關顧。但卻幫助婦人，從物質的需求，轉到裏面的需求。
在談論中，很重要的是非針對她的生活而定罪，而是關懷她的生命。這是屬靈態
度所展現的上乘，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功課；非以論罪，而以關懷。
他們談論的事情是非常具有神學的內涵的；是許多聖殿祭司或是經學家甚至也可
能無法解答這樣的問題。在哪裡敬拜才是合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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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裡幫助了我們：
「可是時刻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靈
和真誠敬拜。這樣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上帝是靈，敬拜他的人必須以心靈和真誠
敬拜。」(約翰福音 4:23-24)
耶穌的回答解放了婦人心中的疑問。上帝是靈，所以心靈與誠實來敬拜，這樣一
來就不侷限在於地方。而婦人也可以透過心靈來敬拜真神。
『生命的和解與屬靈的看見』
從屬靈的角度，我們可以思想，為何耶穌要這麼問說婦人的丈夫呢？我們大約可
以得知，因為神的恩典不僅以「個人式」來進入人的生命，而是恩典包容與賜予在你
所愛的人們，親族等。
當耶穌觸碰到婦人內在的傷口時，婦人迴避問題並回答：「我沒有丈夫。」。在未
取得信任之下，她試圖掩飾自己生命的悲劇。但是耶穌卻很有禮貌的、不加以控訴，
絲毫沒有責備她、或定她的罪。耶穌只是溫柔地向她揭開她生命的真相，而那真相也
許是婦人之前從未面對的。耶穌說：
「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以前有五個丈夫，
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說這話是真的。」
或許這是生命中，第一次有人與婦人談論這麼深的問題，並幫助她解答。雖然談
論，卻使她充滿安全感，感受到神的同在。
當婦的心敞開了，她相信也接受了，此時的活水泉禁入她的心裡，充滿並醫治她
心裡所缺乏的。
【屬靈功課】
1. 「看哪! 那位婦人所做的見證」
後來許多的撒瑪麗亞人因位婦人的見證而信了耶穌，而這些人也渴慕真理，並且
邀請耶穌和他們一同居住，於是耶穌在那裏住了兩天，並且有更多的人信了耶穌。
我們可以猜想，耶穌在那裡開了兩天的佈道會；「 4:42 他們告訴那女人：「我們
現在信了，不是因為你說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他的話，知道他真是世界的
救主。」
婦人對耶穌的認知是基督，這樣的屬靈覺醒與西們彼得是一樣的，或許是出自於
婦人的單純，但卻不抹滅她透過耶穌而得著生命的活泉。婦人後來不止於信，還去向
人見證耶穌。
「4:39 鎮上有許多撒馬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女人說：「他把我所做的事都說
了出來。」」；與耶穌的對話讓婦人有新的眼光，更近一步去做見證；我們是否也有新
的眼光，來看見神在我們身命的旨意。
【結論】
「收割在異地是撒種的榮耀果實」
撒瑪利亞婦人拋下一切的打水用具，滿懷著生命的活水，跑回自己的村莊，與村
人們分享這巨大的發現，她喊著：
「你們來，看看一個人，他把我所作的一切都說出來，
難道這人就是基督嗎？」 她公開承認了自己羞辱的過去，但她不再覺得羞愧了。她感
覺到自己這麼做，將能夠說服每個認識她的人。她過去的羞辱，如今成為療癒；她過
去的羞恥，如今成為宣揚神的愛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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