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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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是總會所訂大眾傳播奉獻主日，歡迎向榮教會鄭凱佳牧師代表新眼光
電視台前來請安報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傳播基金會新眼光因應高速網路的時
代，致力於新媒體宣教事工的發展，敬請兄姐為傳播基金會營運所需經費關心、
代禱與奉獻。
2. ★下主日(4/14)是棕樹主日，禮拜中由幕聲合唱團獻唱，請大家預備心參加。
3. ★今年復活節(4/21)主日禮拜中有洗禮聖禮典，請要參加洗禮者到辦公室領表報
名。
4. ★本日(4/7)上午 10:40 召開小會，請小會員參加。
5. ★4 月 17 日(三)週間禮拜暫停，18 日(四)晚上 8 時舉行聖餐禮拜，請兄姐參加。
6. ★今年 4~6 月份的「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7. ★本會所屬兩法人合併案已於總會總委會通過，請繼續為公部門能順利通過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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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以賽亞書 43 章
16~21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4 月 14 日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主理：鄭純珠執事。4 月份壽星：劉壹汝、
江旭德、王雅紅。
2. 五月份例會(5/12)因母親節暫停一次，慶生會延至六月舉行。
三、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婦女團契&頌聲合唱團-靈修之旅，4/27(六)早上 7:50 集合，8:00 準時出發，預計
5:30 到柳原教會。行程：永靖古厝巡禮→斗六摩爾花園→快樂購→回溫暖的家。
契友及團員 400 元，家屬朋友 800 元。即日起至 4 月 21 日(日)止，請向會計盧金
梅執事報名。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林義耕弟兄。
五、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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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21 日因復活節，一、二堂禮拜合併，「源咖啡」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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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時間：4 月 27 日(六)09:00~15:00，地點：
忠孝路教會 2F 副堂（東區忠孝路 288 號）
，費用：100 元/人(現場繳交)。請於 4
月 21 日前向洪堯昌傳道報名 0937-926-296。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主題：
「家園與照顧~小米方舟
的啓示」
，時間：4 月 13 日(六) 09:00 ~ 15:00，地點：忠孝路教會舊堂（東區忠
孝路 288 號）。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復活節(4/21)舉行洗禮聖禮典，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2. 為五月 18~22 日關懷緬甸宣教事工代禱。
3.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7~7/5）代禱（目前已有 10 人報名）。
4.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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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
＊本週金句＊
(台語) Lí tio̍ h chīn sim, chīn sèng, chīn ì, chīn la̍ t thiàⁿ Chú, chiū-sī lí ê Siōng-tè. Tē jī ê
kóng, Tio̍ h thiàⁿ lí ê chhù-piⁿ chhin-chhiūⁿ ka-kī. Kî-û ê kài-bēng bē ū pí chí nn̄ g
tiâu khah tōa ê.（Má-Khó 12:30~31）
(台語) 你著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疼主─就是你的上帝。』第二個講：『著疼你
的厝邊親像家己。』其餘的誡命未有比此二條卡大的。」（馬可 12:30~31）
(華語) 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愛主─你的上帝。』第二是：『你要愛鄰人，
像愛自己一樣。』沒有其他的誡命比這些更重要的了。」（馬可 12:30~31）
＊下週金句＊
詩篇三十:5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4/7(日)

4/8(一)

4/9(二)

4/10(三)

4/11(四)

4/12(五)

4/13(六)

提前
提前
提前
提前
提前
提前
提後
經節
1章
2章
3章
4章
5章
6章
1章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4月13日暫停，下次(4/20)早禱會由
許明暉長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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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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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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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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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陳祐陞

耶穌為咱付代
價

太廿七:15~26
路廿三:33~43

9

84
86
400

新的誡命

4/14

耿明德

世人的觀點？
上帝的作為？

約九:1~3
羅三:23~28

-

-

同上

4/18

陳祐陞

為主打破

太廿六:6~13、
26~30

48

89、95、356、
389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上週講道＊
【尋求意義】

約三:16

王崇堯牧師 2019/3/31

基督徒的人生有兩種旅程，一是啟蒙的旅程，了解人有上帝的形象，而思考作為
一個人的意義。以前的希臘人自認為優秀的種族，所以稱非希臘人為野蠻人
（babarian），因為他們不會講話，一說話就只有 bar bar。哲學家柏拉圖說，非希臘人
是我的敵人；亞里斯多德也說，非希臘人的祖先是動物，可說是最早的進化論者。這
與中國人一樣，自認黃河中原，北方是北蠻，南邊是南夷，西方是戎，東邊是狄，都
不是人。
亞里斯多德寫一本書＜動物的形成＞，提到人是由形式（form）
，或靈魂，及材料
（mater）或物質二元形成的。形式－靈魂是好，材料－物質是壞。人出生時，壞的材
料可以被好的形式吸收時，生下來是男生。壞的材料不能被好的形所吸收時，生下來
還有壞的成分，是女生。所以女生被認為天生邪惡。初代教父也說過女性像夏娃一樣，
是引誘男性下地獄的最佳工具。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人有上帝的形象是甚麼意思?
第二個旅程是朝聖的旅程，是有關我們生命最終極的關懷是甚麼？如果我們最關
心的是金錢，那麼金錢就是我們的上帝，像英國詩人 Fielding 所說，將金錢當作上帝
的人，會使自己成為魔鬼。我們該問自己，甚麼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關懷。如果
是信仰，那麼認識上帝就會成為我們的終極關懷。加爾文說，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我
們才能認識自己。這樣看來，人生的啟蒙旅程是與朝聖的旅程息息相聯。對基督徒來
說，尋求意義就是尋求信仰，尋求信仰就是尋求意義。上帝若是我們不可或缺的價值，
認識上帝就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所在。
我常說一個比喻，我家養了一隻狗，訓練的很好，只要下雨，家裡漏水，牠就會
把放在牆角邊的抹布咬來給我，意思是家裡漏水了，主人趕快用抹布去處理漏水。有
一天，我忘了把抹布放在牆角邊，下雨漏水了，狗跑到牆角邊，看不到抹布，只好回
到主人的身邊，搖搖尾巴，意思是我不知道怎麼辦？主人你看著辦吧!沒有抹布，我們
會拿掃把或其他工具來處理漏水，這就是英文所說的 intellect 智能。Inter 是進入，lect
是出來，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智能，可以舉一反三。另外，智能通過想像，就會成為人
們的創造力，而我們最寶貴的，就是可以想像永恆。可以想像永恆的人，才有可能擴
展他/她生命的廣度與深度。
阿摩司先知就是如此，當他建立與上帝的關係後，就漸漸明白衣索比亞的孩子，
跟以色列的孩子，都是上帝的孩子。保羅先生也是一樣，建立與耶穌的新關係後，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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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發現無論是猶太人、外邦人、男生、女生、主人或奴隸，都是上帝的兒女。確
實，想像永恆我們才能跨越種族與性別的界限，而擴展我們生命的廣度與深度。今天
的經文是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上帝已經將他的獨生兒子賜給我們，承擔我們的罪、過
犯，釘死在十字架上，也因著生命的盼望，他克服死亡復活，讓信他的人不再沉淪，
可以得到永遠的生命。永遠的生命就是活出上帝的樣式。活出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愛，
永恆在現今展現，活出生命意義。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談到偷採梨子經驗，其實梨子並不好吃且丟給豬吃。why
偷拿人家東西？奧氏說有「反抗律法快感」！規定愈嚴，愈不喜歡遵守。想想：學
生不來上課，是不是有「反抗老師快感」？那麼信徒不來禮拜，是不是有「反抗牧
師快感」？律法本是上帝神聖恩賜，告訴我們何者對、何者錯？也告訴我們人與上
帝關係不好，是因為人不照上帝旨意去行，不按誡命而活。在此，律法主義穩含引
誘，以為守誡命、循律例就能與上帝和好，忘了人的意志是無法意志的，如保羅所
說：
「苦啊！我的為人！」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羅馬 7 章 19 節) 羅馬詩人 Ovid 也說：「我看到好，讚美它；但我總跟著壞走！」
這是意志的枷鎖啊！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說若靠行為得救，我是第一名，但不快樂。難怪德國哲學家
尼釆諷刺說寧可當「快樂的罪人」，也不要當「不快樂的聖人」。請問大家今天我們來
作禮拜，是基於基督徒一定要作禮拜的規定嗎？是基於作禮拜的意志嗎？或是上帝在
基督裡愛的感動及我們回應如此大愛的行動。確實如此，只有上帝在基督裡愛的恩典
才能成全律法。一個真正與上帝和好的人，上帝會成為他的終極關懷。上帝也會成為
他生命中尋求意義的啟蒙旅程。因此我們可在上帝的創造心意、主耶穌的大愛及聖靈
的臨在扶持來尋求生命的意義。
第一，因為我們都是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我們應該可以在尋求被創造的價值中來
找到自我認同的意義。無論男性、女性，白人、黑人、黃種人、老的或年輕、富有或
貧窮，每個人都有被創造的價值。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牧師曾說：「你
可以笑我窮，不要緊，我努力工作改善我的生活；可以笑我笨，不要緊，我吸收知識，
增加見聞；但不可笑我黑，因為我生下來就是黑」。所以黑人的自我認同是：「黑是美
的」。
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白人參議員到黑人區去競選，他跟黑人這樣說道：
「雖然我
的皮膚是白的，但是我的心跟你們一樣是黑的。」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經驗，我的母親
名叫「牽治」
，台語就是牽一個弟弟出來。因為她是大女兒，所以父母期望下胎生一個
男的。可是第二胎也是女的，我的阿姨，她的名字叫「招治」（招一個弟弟出來）；第
三胎才生了弟弟出來，我的舅舅名字叫做「金川」（黃金的河川）。我們的教會其實也
跟社會一樣，在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掙扎於女性可否封牧嗎？尋求被創造的意義，
就是無論種族、性別，都有被創造的價值。
第二，我們應該可以在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大愛，來找到生命自我成長的價值與
意義。我們在現實的社會生活，如果我們體認做人應該誠實，但現實社會卻發現說謊
話比較容易生存，這樣誠實的價值就會破產，生命的意義也會跟著失落。聖經提到耶
穌常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實實在在的意思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是站在真理來說話。
在台灣想想先前國民黨強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其實跟早前主張的「反攻
大陸」一樣是謊話。其實是沒有一中各表，只有悲慘的「一國兩制」
。這樣的狀況如同
一對相親的男女，男的跟女的說我很好、很好，不喝酒不抽菸不賭博等等；女生好奇
問他有沒有什麼？他才回說有一個小小缺點，就是喜歡說謊話。
生命中最美的經驗，就是愛與被愛，然而我們的愛(eros)有時是自私的，只愛我們
所愛的。奧古斯丁也說過，我們都說愛上帝，其實我們愛上帝所創造的萬物勝於愛上
帝。有時我們的愛，也像脫韁的野馬，只要我愛、我喜歡，有甚麼不可以!在朝聖旅程
所體會的上帝之愛(agape)，它是一種可以使分裂者再復合的力量。它是指向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無條件的大愛，如此，福音之愛與世俗之愛有了不同的意涵。世俗之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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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我們所愛的，只要不妨礙他人就好；福音之愛說明真正的愛自己，必須與自己的
驕傲、自私、無限的慾望鬥爭，而在愛中做出改變。
真正生活在上帝愛裡的人，不會像法利賽人喜歡坐大位，喜歡被尊稱為大人物。
福音之愛就像「浪子回頭」的故事，體會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犯錯的過去，而且犯錯
的過去已經無法改變，但經由上帝的憐憫與我們的悔改，我們可以讓過去犯錯的事實
的意義改變。經由悔改，我們就有可能改變現在、改變未來。更重要的是，十字架上
的愛是奉獻的愛，是不求回報的愛。好的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告訴我們，不只是愛陌生
人，愛被強權欺負的人，愛社會弱勢者，而且愛就愛到底，也不求回報。耶穌在世上，
醫治生病的、扶持貧困者，聖經常說耶穌看見他們，就憐憫他們。我們學習耶穌的愛
成為我們生命最有意義的價值。他愛四周圍的弱勢者，也知道他們沒有能力回報。
第三，我們的一生雖然在信仰中追求意義，但仍然會遇到我們無法理解的苦難。
我相信聖靈的力量，一定會在我們生命的旅程中與我們同在，就是在苦難艱困中也能
找到生命自我昇華的態度與意義。今天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重視利潤價值的社會裡，
以為財富的增加、教會人數的增多，才是成功。然而真正的成功應該是當我們以誠實
經營我們的事業仍失敗時，還堅信如此信仰原則及保有信心地依靠上帝來度過難關。
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成功。
教會作為屬靈的團契，其價值不在於經濟的衡量，數目的多寡，而是在於體認耶
穌基督的愛是屬靈之人的終極關懷。就是苦難，也因著聖靈的扶持，讓生命顯出意義。
人生中的苦難正反映著生命各種不同的韌度與脆弱，有的人會因苦難失志、埋怨、甚
至投降；有的人會想盡辦法以他/她的意志加予對抗。上帝作為朝聖旅程的意義，是因
為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已經擔當我們的罪過，甚至也經歷到生命的苦難，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然而我們的主，在苦難的時候從未離開上帝，他選擇更加的信靠上帝。因
為我們深信聖靈、看不見的上帝，會在我們的生命遇到苦難時扶持我們、幫助我們。
保羅在羅馬書八章 35 節這樣說到：是誰可以隔斷我們在基督裡的愛? 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38 節說，因為我們深信，無論是生、無論是死，是現今或未來，都不會隔
離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所有的愛。初代教會跟隨耶穌的人，就是最美好的見證者。比
如雅各在主後 54 年在耶路撒冷被石頭丟死，腓力 60 年在土耳其被吊死，彼得 64 年在
羅馬被倒釘十字架，保羅 64 年也在羅馬被斬頭。巴多羅馬 68 年在亞美尼亞被釘十字
架，馬可 68 年在埃及被踏死，安德烈 69 年在希臘被釘十字架，馬太 70 年在非洲被刺
死，多馬 82 年在印度被矛槍刺死，提摩太 90 年在以弗所被斬頭，路加 91 年在羅馬被
吊死，約翰 96 年在以弗所被熱油燙死。
雖然初代教會的基督徒深陷苦難，但教會卻在聖靈的保守裡成為苦難中的盼望。
從小亞細亞總督 Pliny 在 112 年寫給羅馬皇帝 Trajan 的信中，我們得知初代教會在苦
難當中的美好見證。Pliny 說在小亞細亞地區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受一種危險的思
想所引誘。意思是說，很多人去信耶穌，以至於羅馬人的廟沒有人去，羅馬人的神沒
有人拜。
在台南神學院的紀念主日，我也分享一些學校的見證，這個地方在日據時代，日
本人強迫我們要更換校長，要以日本話為神學院的語言，在這樣的苦難中，台南神學
院被迫關校。這個地方也是戰後黃彰輝牧師躲避國民黨壓迫的地方。協助台南神學院
發展的美國金陵基金會執行長 Stanley Smith 博士，也曾對黃彰輝院長這樣說：「只要
台南神學院不再用台灣話，改為國語上課，學校可以得到更多的補助。」黃彰輝院長
沒有答應，因為他清楚他是以「台灣人」及「基督徒」這兩個重要的角色來從事一個
有台灣、又有耶穌的神學教育工作。
七Ｏ年代台南神學院在台灣的民主改革過程中，也深受驚赫。學校被特務監督，
師生被約談；然而高俊明牧師仍然帶領台灣的教會，說出台灣人想獨立的心聲。協助
藏匿施明德的吳文牧師也見證說，當施明德先生害怕被人出賣來賺取兩百萬時，他就
握著施明德的手堅定地說：
「我的信仰勝過兩百萬。」這是一間有台灣、又有耶穌的神
學院。請大家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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