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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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今日第一堂禮拜後 10:40 於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請全體小會員參加。
2. 黃文吉弟兄（金鈺執事的父親）於 2 月 13 日凌晨蒙主恩召，享年 94 歲，請兄姐
為遺族代禱。
3. 今年度管風琴大維修時間訂 3 月 4 日(一)~3 月 17 日(日)，期間大禮拜堂、管風琴
暫停使用(主日崇拜場地不變)。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2/17)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哥林多前書 15 章 12
～20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歡迎大家加入事奉。
2.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頌聲合唱團（團長：程玉珍執事）
2 月 17 日(日)禮拜後 10:20 請留步練歌。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2 月 17 日(日) 10:40 舉行月例會，地點：1F 松年會館，司會：王美莉長老，
主理：王仁博長老，主題：
「ON&ON」
。
五、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8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3 月 5 日上午 9:30 舉行開學典禮，主禮 : 陳祐陞
牧師。新學期上課時間：3 月 5 日~6 月 19 日 (共 16 週)，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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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許榮祥兄。
八、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行二二八事件 72 週年活動，時間：2 月 28 日(四)下午 2:28，
地點：台中公園更樓前（北區雙十路一段 65 號更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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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於 2 月 14 日下午 5:25 蒙主恩召，享年
90 歲。
3.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教會推動的事工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曾財成兄、陳增隆兄、許榮祥執事。
4. 為黃文吉弟兄、高俊明牧師的遺族代禱。
＊本週金句＊
(台語) Bô kiâⁿ pháiⁿ-lâng ê kè-bô͘, Bô khiā chōe-jîn ê lō͘, Bô chē bú-bān ê lâng ê ūi,
chit-hō lâng ū hok-khì. I só͘ hoaⁿ-hí--ê chiū-sī Iâ-hô-hoa ê lu̍ t-hoat; Mî-jı̍ t
sàm-su--ê, iā sī I ê lu̍ t-hoat.（Si-phian1:1~2）
(台語) 無行歹人的計謀，無徛罪人的路，無坐侮慢的人的位，此號人有福氣！伊所
歡喜的就是耶和華的律法，暝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詩篇 1:1~2)
(華語)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1~2)
＊下週金句＊
馬可二:17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2/23)早禱會由卓啓煌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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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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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2/21 恢復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2/17(日)
拉 3-4 章

2/18(一)
拉 5-6 章

2/19(二)
拉 7-8 章

2/20(三)
拉 9-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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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四)
尼 1-2 章

2/22(五)
尼 3-4 章

2/23(六)
尼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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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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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陳祐陞

認識耶穌

約一:1~18

18

113
130
386

2/24

陳祐陞

認識耶穌

約一:1~18

-

-

同上

2/27

耿明德

短暫或是永恆

弗三:12~19

45

34、586、391

同上

＊上週講道＊
【常常祈禱，不可灰心】

路十八:1~8

李宇平傳道 2019/2/10

引言
想到祈禱，你都祈禱什麼？咱會想到謝飯、做禮拜或祈禱會時、學生考試之前的
祈禱，或者是咱遇到困難的時候。但是到底是祈禱，又是什麼樣的事情，耶穌特別要
咱不可灰心，反倒要常常祈禱？
今天的經文中，耶穌用這個譬喻是來教導門徒，要常常祈禱，毋通灰心。譬喻講
到是一個寡婦，要求不義的判官，為她主持公道，經過不斷擾吵、膏膏纏，最後判官
為她主持公道。我相信耶穌不是沒代沒誌、忽然間講這個比喻，一定是在祂的生活中，
祂看到沒公義的代誌，來講這個譬喻，嘛有可能是當時多多寡婦真實的狀況。
故事剖析
聖經講這個寡婦她有一個冤家。表示這個寡婦她知遭受冤屈，她也知是她的對頭
造成的，並且她認為這是一件沒公義的事情，所以需要有人替她主持公道。聖經中常
記載寡婦的不幸遭遇，例如受壓迫和剝削、被虐待(出 22：21-24)有冤屈(申 10：18、
賽 1：23)、被剝奪權力(申 27：19)、需要被保護(詩篇 68：5)、需要辯護(賽 1：17)、
被剝削(瑪 3：5)。在耶穌的時代，女性相款是需要依靠在男性來生活，所以當一個女
性失去了丈夫，在社會地位上、安全上、經濟上等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這個寡婦
可能財產被這個訴訟的對頭霸佔)，致到貧窮、吃不飽或是甚至是兒女被欺負。也就是
說這個寡婦沒地位，也無法度過生活。
但是她竟然鼓起勇氣，以一個寡婦的身分，來到法庭，要求判官主持公道。這是
個非常前衛且勇敢地行動。一個寡婦(女人)為了自己遭遇的不公義之事，在沒有男人
的陪伴下，進入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要求男性為她主持公道，做出合理的判
決，並執行公義的行動，還這個女人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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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幸的是，她面對的人是個不義的判官，聖經描述他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尊
重人。表示這個判官違背了上帝的誡命，可能沒有用公義來審判，有錢判生，無錢判
死，甚至對於用司法霸凌一個在困境中的寡婦也不覺得羞恥。以現代的話來說，可能
比恐龍判官更糟糕。但這不單是這個判官的問題，同時也表示當時司法制度的漏洞，
竟然可以容許一個不義的判官審判，讓判官可以不理寡婦的冤屈。因此這個女人所面
對的不只是對頭造成的冤屈，還有原本在父權社會中的歧視，在權力與資源的不平等
下面，不義判官的漠視，以及整個司法制度的壓迫，當然還有整個社會大眾的冷漠。
所幸這個女人沒有灰心餒志，反到堅持到底。聖經說她常常煩這個不義的法官。
意思是這個女人縱使面對這樣困難的處境，但她在這款的處境中，猶原常常選擇勇敢，
進到這個體制，對抗不公義。以至於判官一直被這個女人煩擾，糾纏不休(糾纏不休的
原文做把某人的眼睛打成瘀青)，意思是這個女人的行動帶給這個不義的判官真大的困
擾。最後，這不義的判官受不了，想不到竟然會決定為這女人主持公道。
神學反省與現代信息
親愛的姊妹弟兄，不公不義的事情在咱的社會中豈不是越很平常嗎？但是通過今
天的譬喻，咱發現：祈禱，其實跟公道(公義)有密切的關係。原來祈禱是對受壓迫者
的需要中間來開始，這個受壓迫者可能是你自己、別人，甚至是共同遭遇不公義的事
情，祈禱就從這裏開始。咱是否看見或聽見，在台灣處境中，人民的呼求？祈禱是一
種對抗壓迫的行動，祈禱不是停在現在的處境，閉上眼睛好像一切都很和平，乃是用
實際的行動對抗對其他人(個人性)、社會制度與價值觀(結構性)的暴力。這不也是禮拜
的目的嗎？祈禱更加是一段追求公義的過程，縱使常常面對令人失望的處境，但仍然
持守信心，追求公義，直到上帝國的公義彰顯。祈禱不單只是求上天堂，更是祈禱上
帝國臨到咱的處境中間。這不就是耶穌在主禱文中教導咱的：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嗎？
耶穌在說完這個比喻後，說：難道上帝不會替那些日夜向他求援的子民伸冤嗎？
他會延遲援助他們嗎？這告訴咱，這樣的公義不只是關於個人，更是關乎群體(他們)。
當時的偤太人聽了一定很有感覺，因為他們正遭受多多壓迫(羅馬帝國、法利賽人等所
帶來的政治、經濟與宗教的壓迫等)。偤太人的故事可能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微不足
道，就像這女人的故事，主流媒體不會報導，沒有人在乎，但被福音書記載下來，耶
穌在乎！耶穌接著說，上帝國的公義不但不拖延，上主他一定儘快為他們伸冤。所以，
祈禱與受壓迫者追求公義不能分開，也跟上主公義的作為不能分開。
處境實例
去年總會在籌備台灣普世論壇(Taiwan Ecumenical Forum)，邀請普世的教會與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與台灣的人民同行，追求公義與和平。特別關心「白色恐怖時期的轉型
正義」、「原住民的轉型正義」與「台灣受國際孤立」等議題。籌備的過程中，自己也
去找些資料，更多了解這些議題。
1908 年出生在阿里山鄉特富野部落的高一生，原名 Uyongu．Yatauyungana。高
一生，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以其鄒族傳統和日本師範教育接觸的西方哲
學思想為背景，創作屬於台灣山林土地之歌，例如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的歌曲，
可稱為台灣鄒族音樂家，教育家，曾協助俄國學者聶夫斯基編寫「鄒族語典」
。當過鄉
長，推動原住民自治，一生關心原住民經濟與前途。
1947 年，因為嘉義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動亂，當時的嘉義市議員請求時任阿里山鄉
鄉長的高一生協助。原本無意參戰的高一生仍在部落另一位領袖的強烈要求後下山支
援嘉義民兵，鄒族青年成功將國民黨軍隊逼退至水上機場，圍堵四天後，嘉義的二二
八處委會決定和國民黨政府和談，高一生將部隊帶回部落，以獲得的軍火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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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國民黨軍隊在獲得支援之後翻臉不認帳，不但槍殺了和談代表，更將高一
生一行人逮補。雖然在繳出槍械後，高一生成功的重獲自由，卻也成為多疑的國民政
府眼中釘。終於，在 1952 年被保安司令部以「窩藏匪諜」
、貪汙罪為由逮捕，這對一
輩子貢獻於部落、關心族人教育與鄒族文化保存的高一生來說，是莫大的羞辱。
高一生因貪汙罪被捕，當時年僅 12 歲的兒子高英傑在學校因此受到同儕異樣的
眼光，但他思念父親的心卻從未停止。儘管學校嚴格禁說日語，他仍大膽的唱出父親
教導的日語歌。藉由哼唱這些歌曲來想念獄中的父親。
「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
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星
期天的行事。」
1954 年高一生連同其他原運的族人如 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
、汪清山、
方義仲，以及 Losin Watan（樂信‧瓦旦）一同處決，從此斷了他和妻子湯川小姐美好
的未來。
1954 年 4 月 17 日，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家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
的高氏屍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
而這些讓人家破人亡的相關共犯結構，至今仍未被公布，中國國民黨至今仍未有
深切的反省，而我國歷史教育也還有極大的改善空間。因此在我看來，真正的轉型正
義不是清算，乃是跟這些受難者與台灣的人民作伙流眼淚，同走人生的路，也為著台
灣人民在過去所受的冤屈要求公義！
結論與行動
今天，咱台灣的基督徒，面對中國通過政治、經濟、宗教等對台灣國家主權的壓
迫，面對戒嚴時期政府對人民人權的傷害，面對許多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土地與文化的
壓迫，實在是有許多不公義的議題，多多人受壓迫。姊妹兄弟，台灣豈有可能改變？
有許多不是基督徒，但疼惜這塊土地的台灣人，有的透過學術來研究台灣歷史中，許
多黨國勢力不願面對的真相，有的通過音樂來表達對台灣民主與自由的追求，有的透
過電影來提醒咱需要關心「原住民轉型正義」
，因為他們期待台灣的未來會更好。那咱
的教會與基督徒呢？親像耶穌最後所說，可是，人子來臨的時候，他能在世上找到這
「過去就讓它過去，不要再提！」
、
「不要再
樣的信心嗎？我相信耶穌不會像有些人說：
講什麼公義與和平，咱是教會，不談政治！」我相信這絕對不是這個比喻要跟咱講的
信息！耶穌所講的祈禱中，非常關心公義是否實現！通過今天耶穌的比喻，我相信耶
穌不斷地邀請咱常常祈禱，要求公義，共同參與上帝國的運動，使愛、公義與和平實
現在地上，即便可能最後須要走向十字架。姊妹兄弟，咱做耶穌的門徒，互相來勉勵，
常常祈禱，不可灰心。我相信上主一定會用料想不到的方式，替受苦的台灣人民主持
公道。你準備好要在這條追求公義與和平的路上，與上主同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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