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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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棕樹主日，是主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本週進入受難週，
請大家盡量避開喜慶宴席，每日依照受難週經文研讀，感受主耶穌受難的氣
氛。
日期
約翰福音
馬太福音
3 月 20 日(日) 十二:12~16
廿一:1~17
3 月 21 日(一) 十二:1~11
廿一:18~廿二:32
3 月 22 日(二) 十二:20~36
廿四:1~廿六:13
3 月 23 日(三) 十三:21~32
廿六:14~16
3 月 24 日(四) 十三:1~17、31b~35 廿六:17~75
3 月 25 日(五) 十八:1~19、42
廿七:1~6
3 月 26 日(六) 十九:38~42
廿七:62~66
2. 3 月 27 日(下主日)復活節舉行洗禮，欲參加成人洗禮、小兒洗禮、堅信禮的
兄姐，請向陳祐陞牧師或小會書記謝理明長老報名。並於 3 月 25 日(五)晚上
7:30 接受信仰造就課程，目前報名有：劉亨利、藍鶴、盧昱安。27 日一、二
堂合併禮拜，時間：09:30。
3. 下主日請小會員 08:3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
4. 今年受難週教會有二場培靈會，23 日(三)晚上 8 日時佇古蹟禮拜堂由陳祐陞
牧師主理，24 日(四)晚上 8 時與中會二區教會聯合舉行培靈、聖餐禮拜，邀
請黃伯和牧師主理，請兄姐踴躍參加，再一次思念主耶穌為咱們的犧牲與愛。
5. 本會三福團隊將於五月 7~14 日前往緬甸短宣，關心緬北東枝恩典堂教會及東
尼學生中心事工，這是咱教會設立 118 年來第一次派出國外宣教團隊，也盼
望兄姐為此事工經費奉獻（約需 15 萬元）。
6. 本會黃清琦弟兄佇 7 日晚上蒙主恩召，享年 80 歲，已於昨日舉行告別禮拜，
求主安慰遺族，也盼望大家關心他們的信仰生活。
7. 台中市十字園訂 4 月 2 日(六)上午 10 點於埔里園區舉行清明追思禮拜，當日
備有大巴士(08:30 柳原教會出發)每位 100 元(含保險，繳費為準恕不退費)，額
滿為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3 月 20 日截止。並於 4 月 2~5 日上午 9 點~
下午 5 點開放，供家屬追思緬懷親人。
8. 台中市十字園禮拜堂急需一部中古鋼琴，各位兄姐若有意願，懇請提供奉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
，時間：4 月 2 日(六)09:30~14:30，
地點：柳原教會，費用：100 元，請向卓啓煌長老報名，3 月 21 日截止。
2. 本日(3/20)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路加福音十九:28~40。
3.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3/13

高雅智
洪泰陽

胡翠峯/陳宥君
張榮璋/陳皓衽

劉雅玲/潘哲雄
余燕儒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洪泰陽
洪泰陽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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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資料組（組長：劉惠芳執事）
新春稱謝禮拜家族照片已加洗完成，請有加洗的會友至辨公室向曾青美幹事
領取並繳費(請自備零錢)。
三、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 3 月 22 日(二)10:00 及 3 月 23 日(三)09:00 由楊心儀老師主講：
「健
康呼吸」，歡迎兄姐前來聆聽。
2. 感謝林國川長老協助安排彰基講師來上醫藥健康常識；感謝何鈺潔姐妹幫
忙設計招生簡章。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松年部聯誼大會」
，時間：4 月 22 日(五)08:30~14:00，地點：嘉義市滿福
樓餐廳，費用：每人 800 元，請向徐澄榮執事報名。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度會員春季靈修旅遊請會員踴躍參加。
(1)時間：2016 年 5 月 17 日(二）~18 日(三）
(2)行程：北海岸二日遊。第一天：5 月 17 日(二）各地集合出發→泰安服務
區會合→龍潭崑崙養生莊園~專人導覽→11:30 園區內餐廳午餐→十三行博
物館→八里渡船頭~搭渡輪橫渡淡水河→淡水老街→淡水亞太大飯店晚餐
→夜宿淡水亞太大飯店~20:00 靈修。第二天：5 月 18 日(三）07:00 晨喚活
力早餐 08:10 出發→沿途欣賞~北海岸風光→富貴角燈塔~台灣最北點→石
門洞→12:20 午餐→野柳海洋世界~觀賞精彩的海豚、海獅表演、國際級高
空跳水演出→晚餐→溫暖的家。(3)費用：含車資、門票、膳宿(二人房）保
險等。不分年齡每人 3000 元。(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報名請向徐澄榮
執事報名。報名時間至 5 月 2 日截止。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陳孟瑜姐、劉榮澤兄、陳維順兄、何中和兄、許萬興兄、湯琇珍
姐、陳麗玉姐、郭貴美長老。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3 月 26 日(六)09:00 舉行第 26 屆春季聯誼會，地點：
柳原教會。請向辦公室報名，3 月 14 日截止。
2. 西屯教會訂 3 月 20 日(日)下午 3 時借用蒙恩教會舉行張仁和牧師就任第七
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新總統及新國會代禱，求主幫助他們能帶領台灣突破政治、經濟、外交上
各種困境及兩岸關係迎向更光明的未來。
2. 為台南地震重建工程代禱。
3. 為今年度教會各項事工代禱，求主互咱質、量攏加添。
4. 為總會通常年會（3 月 29 日、4 月 1 日）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順利進行代禱。
5. 為卓東源兄、黃清琦兄的遺族代禱。
6.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
許湯秀長老娘、梁祈錫執事、潘陳敏姐、林尹晨小朋友、歐王雪雲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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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In-ūi I ê siū-khì put-kò ba̍ k-nih-kú; I ê un-tián sī it-seng ê kú; Kui-mî
sui-jiân ū thî-khàu, Chá-khí sî chiū ū hoaⁿ-hí. (Si-phian 30:5)
因為伊的受氣不過目 nih 久；伊的恩典是一生的久；歸暝雖然有啼哭，早
時就有歡喜。（詩篇 30:5）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3/26)因受難週暫停一次。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20(日)

3/21(一)

3/22(二)

3/23(三)

3/24(四)

3/25(五)

3/26(六)

經節

士 5-8 章

士 9-12 章

士 13-15 章

士 16-18 章

士 19-21 章

得 1-4 章

撒上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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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5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4 人

三

20:00~21 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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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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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同上

合堂
台語禮拜

3/27

陳祐陞

呣免驚

太廿八:1~10

39

131
128
470

週間
台語禮拜

3/30

陳正雄

基督徒生活
的見證

彼前三:8~12

20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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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生命的優先順序】
腓立比書三:4~14
李信仁傳道 2016/3/13
3 月 13 日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以教會節期來看，這是「大齋節期第五主
日」。大齋節期是復活節前的 40 天，又稱「四旬節」中間會經過 6 個主日，但 6
個禮拜天不算在 40 天內，實際是復活節前 46 天。在教會傳統上，大齋節期是從
「聖灰禮拜三」（Ash Wednesday）或「撒灰日」開始，在主面前謙卑反省，反思
生命，安靜預備心來迎接耶穌基督復活。
大齋節期提醒我們的什麼才是「生命的優先順序」
，重新回到滋養我們的生命
泉源，就是回到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受苦、犧牲與復活上面，那是您我生命的活水
泉源，更是基督福音與信仰的核心。
正如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 3：9-11 強調：「基於信，從上帝那兒來的義，使我
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許我也得
以從死人中復活。」保羅強調，因為上帝的義（信實）
，得以認識基督和他復活大
能，從此改變了生命。保羅重新調整他的生命優先順序，把昔日身為猶太人、羅
馬公民、受過最優質希臘化教育的身份階級、知識背景等拋到腦後，跟隨耶穌基
督走上十字架道路，他願意用生命來效法基督經歷十字架的死，也期盼與耶穌基
督一同復活。
南神主日適逢大齋節期，當我們一同關心台灣神學教育的發展，神學教育可
以幫助個人、教會與社會，深刻認識上帝、重新瞭解自我，真實的將自己交給耶
穌基督，重整生命的優先順序。
由這個角度，從「腓立比書」保羅陳述生命順序的調整，來反思我們的信仰
生命，並關心台灣的神學教育。
一、保羅的生命優先順序─我活是為基督：
聖詩 305「我活是為基督」
，
「我活是為基督」可說是保羅生命的寫照。保羅說：
「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耶穌）
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腓 3:8）
。為了基督，保羅寧願放棄
一切，看基督為「第一好」，活著是為了「愛得著基督」，且他強調「因為我活著
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 1:21），生命完全在於基督。
為何保羅要強調他以「主耶穌基督做第一好」（腓 3:8 台語譯本），以基督作
為生命的最優先順序？其原因來自保羅撰寫「腓立比書」這封書信的處境。
雖然「腓立比書」充滿鼓勵的話語，例如：「你們要靠主喜樂」（腓 3:1），但
保羅關切腓立比教會內外紛爭（腓 1:28、3:2、4:2-3），用很直白嘲諷的話語「著
持防諸個歹狗」
（腓 3:2）
，以「歹狗」
（犬類）來形容和譴責製造紛爭的人， 警告
教會提防那些頑劣份子。
那批「歹狗」是誰？其實就是猶太人本身！因部分猶太基督徒強迫外邦基督徒
一定要接受割禮，要求外邦人遵守猶太傳統律法，才能進入教會。但那些猶太人
的行徑，只是凸顯自己是「上帝選民」身分血統的優越性，不是榮耀基督。
保羅稱那批自以為義的「高級猶太人」為「歹狗」
，一語雙關，因猶太人視犬
類為不潔淨的動物，有時還用「狗」來指外邦人。保羅反諷，那批竭力要求外邦
人受割禮的「高級猶太人」，自己才是最不潔淨的「歹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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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最有資格當「高級猶太人」
，但是在耶穌基督裡面，猶太人血統、階級、
律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緊的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腓 2:5）
，效法耶穌的謙卑，
放下個人成見，活在基督裡。耶穌基督十字架，「耶穌基督做主」（腓 2:11）打破
了身分、階級、族群、血統、律法、性別、貧富和文化等隔閡，人人都可以活在
基督裡。至於，割不割禮、守不守律法就不是重點了。
而那批強調猶太律法的人們，搞錯了生命優先順序，沒把基督當成第一好，還緊
抓著身分優越感，擾亂教會，反而虧損主基督的榮耀。保羅強調「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腓 3:8），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情。
二、保羅的生命故事：放棄七大優勢
事實上，保羅比任何人更能夠依靠肉體也就是身分、受割禮等外在條件來誇
耀（腓 3:4）
，但他深刻體會「以基督耶穌為誇耀，不依靠肉體」
（腓 3:3）
，保羅用
他的生命故事來說明。當保羅遇見復活的耶穌基督，重新反省自己的生命，過去
擁有和努力抓住的一切，曾經以為是有益的，在基督面前過是「糞土」！腓 3:5-6，
保羅列出過去擁有的七大優勢：
第一、「第八天受割禮」：保羅首先談到割禮，顯見他是出身於謹守「出生第八天
受割禮」（創世記 17:12）的猶太家族，有割禮作為上帝選民的立約記號，
甚至早在腓立比信徒聽到基督福音之前，保羅早就受割禮。
第二、以色列族：具有選民的特權，族群優勢。
第三、便雅憫支派：家族血統優勢，便雅憫支派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掃羅所屬支
派，南北國分裂，便雅憫支派和猶大支派組成新的猶大國（南國）
，首都仍
是耶路撒冷。使得便雅憫支派有階級、宗教等優勢。
第四、希伯來人生的希伯來人：血統優勢。
第五、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徹底了解和遵守律法，且受過良好教育。
第六、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行動比別人更積極。
第七、就律法的義說，我是無可指責的。
為了基督，保羅放棄生命「七大優勢」
，調整生命優先順序，將「先前以為對
我有益的，現在因基督的緣故當作是有損的。」
（腓 3:7）
，釘十字架並復活的耶穌
基督才是生命的重心（腓 3:10）
。不只腓立比，保羅對哥林多教會信徒也是強調：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2）。
三、放棄背後，努力前面，追求最後的獎賞─完全認識基督
保羅的生命故事，他放棄七大優勢，告訴人們，不要再以為血統、文化、宗
教等背景在基督面前有任何價值，也不能藉由那些外在肉體的東西來建立和上帝
的關係，只有藉著耶穌基督才得以稱義，認識耶穌基督才生命的第一好（腓 3:7）。
雖然保羅已經知道耶穌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主一同受苦，但還沒有達到最後
目標，他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
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用全部的生命，為要完
全認識基督。
四、反思：什麼是我們的生命優先順序
今天禮拜中的聖詩 152「 我來朝覲祢，救贖我的主」
，作詞者：加爾文（John
Calvin）用五節的歌詞，精要描述他認識的耶穌基督，可說是加爾文「基督論」的
精華。加爾文告白耶穌基督：救贖的主（第一節）、慈悲恩典的君王（第二節）、
活命的主（第三節）
、真實溫純的主（第四節）
、永遠的盼望（第五節）
。加爾文神
學的核心是「一切榮耀上帝」（Soli deo Gloria），謙卑跟隨基督就是榮耀上帝。保
羅、加爾文這兩個偉大的神學家、神學教育者，留給我們的典範就是以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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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榮耀上帝作為生命最優先的順序，基督的十字架、死與復活，不只是保羅、加
爾文的生命活水泉源，也是您我生命動力的來源。
然而，我們的生命優先順序到底是什麼？我們渴望得到滋養生命的活水泉
源，更加認識基督。但那個內在生命的泉源，經常被許多日常事務耗盡枯竭，行
事曆上滿滿的行程、手機的 LINE、FACEBOOK 不斷傳來的訊息、過度消費…等
等，讓我們與耶穌基督離得好遠。
保羅放下過去生命裡的「七大優勢」，在南神主日與大齋節期給我們很深刻的提
醒，不再是擁有更多，而是在基督裡知道該「捨棄」什麼，調整生命順序，學習
基督的謙卑真實。
調整生命的優先順序，不見得是要靠齋戒、刻苦，從簡單的小事就能幫助我
們更認識耶穌基督，例如：做禮拜關手機，將禮拜時間完全交給基督，或是鍛鍊
自己內在的自由，例如，一週有幾天戒電梯（爬樓梯鍛鍊身心）
、不開車只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不看電視、關掉網路等，回到最簡單的生活方式，天天祈禱、讀聖
經，每天有個安靜的時間，單獨與主相遇。
四、神學教育有助調整與找尋生命優先順序
過去我擔任台灣教會公報記者多年，2011 年六月某個中午，社長陳祐陞牧師
（現為柳原教會牧師）、總編輯方嵐亭牧師（現為教會公報社長）邀我共進午餐，
鼓勵我投考南神。我從沒想過投考南神，這是「有夠大條ê代誌」
，午餐又被社長、
總編勸說，內心五味雜陳。
2012 年進入南神，我和蕭仁維是同班同學。南神三年，彷彿是在神學教育中
提醒和帶領我，重新調整生命優先順序，更深刻的認識耶穌基督。
2015 年夏天畢業，受派擔任傳道師，適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50 宣教週年，
長老教會在挑戰與艱難之中，如同使徒保羅所說「似乎憂愁，卻常有喜樂；似乎
貧窮，卻使許多人富足；似乎一無所有，卻樣樣都有。」（哥林多後書 6:10），長
老教會走過 150 年，必有上主同在和恩典。
自己走過「從記者到傳道」的生命經歷，深切感受，神學教育有助人們找到
真正的生命定位。
結語
從保羅、加爾文的生命中，他們是神學的論述者、教育者、實踐者，謙卑的
將生命交給基督。保羅、加爾文的角色就像現在神學院一樣，在基督裡幫助人們
揚棄虛假，勇敢面對與接納真實自己，重新調整生命的優先順序，坦承來到耶穌
基督的面前，承認自己需要主的愛，接受祂的憐憫、醫治和安慰。
但願復活的主幫助我們，像是保羅「活著是為基督」
，在基督裡面使我們明白
內心的實況，將最真實無偽的自己交給耶穌，真正的活著，放手讓主耶穌基督調
整生命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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