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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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禮拜中很高興邀請會友黄惠冠老師（低音管）及廖益婉老師擔任序樂、奉獻
及殿樂伴奏，兩位都是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碩士。黃惠冠老師並提供 200
張低音管獨奏聖樂專輯 CD 供教會義賣，所得全部捐設教 120 週年感恩奉獻（單
張 300 元，兩張 500 元），求主保守她們的音樂服事，榮神益人。
2. 今年 4 月 1 日復活節主日要舉行洗禮聖禮典，要受洗者請向陳祐陞牧師、耿明德
牧師或傳道委員會余燕儒長老報名，並參加 3 月 31 日下午 2 時信仰造就課程。
3. 本會陳祐陞牧師於 3 月 19~24 日休假，不在期間，教會事務由耿明德牧師處理。
4. 新春禮拜的相片請需要的兄姐攜帶 USB 至辦公室存檔或登記電子信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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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中市十字園訂 4 月 4 日(三)上午 10 點於埔里園區舉行清明追思感恩禮拜，備有
交通車（100 元/人，請至辦公室報名），08:30 柳原教會門口乘車。並於 4 月 5~8
日上午 9 點~下午 5 點開放供家屬追思、緬懷先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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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2018 年會費(每人 500 元)請繳交給會計–鄭純珠執事。
2. 松年部舉行春季北部靈修旅遊，日期：4 月 25(三)∼26(四)兩天，行程：第一天
–石碇，南雅奇石，夜宿東森山林度假酒店 SPA 會館(帶泳衣，帽)。第二天–鶯
歌老街，陶瓷博物館。費用：每人 3000 元(契友有補助)，請向林政義長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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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三月份月例會邀請施義賢醫師主講，主題：「讓我帶你走過憂谷 !」，時間：
3 月 18 日上午十點半，地點：松年會館。司會：程玉珍執事。歡迎兄姐參加！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第二區消息通知】
第二小區辦理婦女事工靈修一日遊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1)活動日期：2018.06.12.(當天預計上午八點出發，下午五點抵達台中)
(2)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18.05.13.(週日)
(3)參加對象：第二小區各教會婦契姐妹及其眷屬，名額限 42 名。
(4)活動地點：惠蓀農場、清流部落、咖啡園
(5)費用: 每人 600 元，各教會婦女團契自行决定是否補助。
(6)內容：信息分享、詩歌歡唱、欣賞上帝創造美好世界。
(7)報名請洽二區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3. 尚未繳交會費姐妹，請儘快交給會計盧金梅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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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3/18)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2 章 20～33 節。
2. 本日(3/18)主日學召開教員會，討論夏令營事項，請於 10:40 至 3 樓主日學教室
開會。
四、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家庭團契於 3 月 25 日中午第一堂禮拜完後 10:40 分在 2F 長執會議室，邀請施義
賢醫師講座，內容：
「對憂鬱症的預防，治療與陪伴」
。例會完後，中午舉行聚餐，
要參加的兄姐，請向會長何啓光執事報名，以方便訂桌。
五、青年團契(會長：張哲豪弟兄)
訂於 3 月 24 日(六)上午 10:00~16:00 於 3F 主日學教室舉行靈修分享會，邀請雲林
圳頭坑教會趙學智傳道師主講，主題內容為「禱告靈修與屬靈生命」
，共有三堂課
程，邀請弟兄姐妹參與，並關心代禱。
六、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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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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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3 月 25 日止。
七、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南投教會訂 3 月 25 日下午 3 點，舉行第八任黃清立主任牧師暨陳佳茵關懷牧師
授職就任感恩禮拜。
2. 重新教會訂 4 月 8 日下午 3 點，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熟齡/第二春聯誼會「彩繪幸福 系列 2」
，資格：
姐妹 69 年次前，弟兄 67 年次前，時間：4 月 21 日(六)09:00，地點：台中谷關
統一健康世界，費用：1000 元/人，4 月 9 日截止。報名方式：Line ID：cjhung0130。
4. 利巴嫩山莊訂 3 月 17 日 10:00 舉行 50 週年感恩禮拜。
5.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青年探索營–「絕地重生_眾使之僕」，時間：7 月 26~29
日，地點：長榮大學，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費用：2500 元(3/1~4/1 享早鳥
票 2100 元)，5 月 27 日截止報名。
6. 「2018 年暑期及主日學教材研習會」
，時間：4 月 21 日(六)，地點：柳原教會。
費用：300 元(現場繳費)。
＊代禱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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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月 1 日復活節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期盼更多兄姐接受洗禮成為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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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源
長老、卓聖耘弟兄、陳潘藟姐、王曾寶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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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Thoân chiah ê hó-sū ê hok-im ê, in ê kha-pō͘ súi kàu cháiⁿ-iūⁿ！（Lo-má 10:15f）
傳諸個好事的福音者，的腳步媠到怎樣！
(華語)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10:15f）
＊下週金句＊
羅馬書 13:8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3/24)由楊凱成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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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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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3/4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3/7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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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3/18(日)

3/19(一)

3/20(二)

3/21(三)

3/22(四)

3/23(五)

3/24(六)

經節

出 33 章

出 34 章

出 35-36 章

出 37-38 章

出 39 章

出 40 章

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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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3/25

耿明德

生命的價值

可8:34~38

13

71
335
507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5

耿明德

生命的價值

可8:34~3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28

陳正雄

進到上帝面前的
活路

希伯來10:19~25

13

373、149A、
508

同上

彌迦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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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講道＊
【苦難中盼望】
伯 42:5、弗 3:20~21
王崇堯牧師 2018/3/11
苦難是個謎題？它不只發生在個人、家庭的不幸，也發生在族群間的集體屠殺、
國家權力對無辜人民的迫害、國與國間不公義戰爭或不公平的經濟掠奪等。
人遭遇不幸自然會問「why?」
「為何是我?」對遭遇不幸的人來說，對上帝的控訴
是極自然的，因為上帝若是世界意義的來源，為何人間有那麼多看似是無意義的苦難
呢? 傳統神學的回答，離不開約伯三位朋友的視野：一是醜化苦難，是上帝對罪惡的
審判，約伯記四章 7-8 節以利法說：
「想一想，有哪一個無辜的人喪亡？有哪一個正直
的人遭殃？我看見耕種邪惡散播毒種的人， 他們都收割邪惡的後果。」苦難是罪有應
得！
另一視野是美化苦難，看苦難是上帝的考驗。人們若能從中體會，必能從苦難中
得到祝福。約伯記八章 6-7 節比勒達說：「如果你純潔正直， 上帝一定會幫助你，恢
復你的田園家室。上帝要賜給你的 遠超過你所喪失了的一切。」另一個觀點是神祕化
苦難，認為苦難無解，視苦難為難以明瞭的上帝奧秘意旨，而人的聰明比不上上帝的
睿智。約伯記十一章 7 節瑣法質問約伯說：
「你能了解上帝的奧祕嗎？你能測透全能者
的計劃嗎？」
然而，我們若認真思考苦難，就不難發現苦難有時是強者欺壓弱者，如同 228 的
苦難，是統冶者以武力壓迫被統治的人民。我們若將苦難醜化，合理化強者的壓迨並
解釋為弱者的罪有應得，將如同著名宗教社會學者波士頓大學教授 Peter Berger 所批評
的「最無情的人」
。當然，我們也不能太快去美化苦難，這種把「壞」的事看成「好」，
常常會造成心理壓抑，不當的以忍耐或自我折磨來承受苦難。同樣，我們若將苦難神
秘化，視為無解逃避，就會失落勇氣去面對自身苦難，導致苦難更加苦難。
苦難的神學旅程
《約伯記》反應苦難的第一信仰法則是「因果法刞」
，即舊約申命記十一章 27-28
節所說：「遵行誡命就蒙祝福，違抗誡命必受咒詛」。然而，人世間並非「好人好報，
惡人惡報」
；於是苦難導出寄望未來的第二信仰法則，即天堂地獄或輪迥等等。不夠，
約伯記讀到最後四十二章時，約伯在苦難中發生令人深省信仰告白：
「從前我聽別人談
論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約伯從「聽到」的上帝到「看見」的上帝，是一躺充滿
苦難與激發盼望的神學旅程。
神學家漢斯、昆（Hans Kung）在其《作為基督徒》
（Christ Sein）書中，談到＜上
帝和苦難＞（God and Suffering）這個主題時，提出一些很有洞見的看法。他說基督徒
面對苦難時，由於急迫調和這個難解問題，常把苦難冒充為上帝的旨意，想把苦難的
人拯救到另一個世界。漢斯、昆說苦難不應該被篡改，縮小或美化，也應該以不動
心或自我折磨來承受。人們在苦難中，只有來到他(她)的邊界，對生命、現實是否有
意義提出質問與抉擇：有些人會被苦難引到不信，但也有人會被苦難引到信仰。
漢斯、昆認為當人面對生活中的苦難、可怕現實時，至少人們還有一種選擇，可
以選擇像希臘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般地向諸神抗議，想盡一切人為方法來克
服苦難。馬克思或哥德都讚美為「最偉大聖徒」
，苦難自已解決，自已帶來盼望。或是
像薛西佛斯（Sisyphus）般地將「大石頭推上山，又滾下來」地接受苦難為不可抗拒
的命運而屈服。這種想法流行於 20 世紀的存在主義，如沙特質問人類追尋幸福之前，
要先捫心自問人世間有否幸福可言？或是我們也可像約伯一樣，在深化與上帝的關係
中，對上帝表示那不可動搖的信賴。在苦難的旅程，找尋什麼是我們的「信仰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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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 的美麗島年代，我們教會在爭取人權中面臨強大如同風浪的壓迫。美麗島
事件及林義雄律師家庭慘案後，南衶校友許天賢牧師、蔡有全先生、黃昭輝長老、趙
振貳牧師、林文珍長老、吳文牧師到高俊明牧師相繼被抓入監，南神師長鄭兒玉牧師、
謝秀雄牧師及王憲冶牧師也隨時可能被抓，當時在南衶任教宣教師郭大衛牧師扮演重
要角色，一方面設法保護院內老師學生，一方面也隨時向國際社會及普世教會表達台
灣政府侵犯迫害台灣人民的人權。郭牧師的勇氣與友誼是立基於堅固的信仰地基，也
是台灣教會在苦難期間不失落盼望的原因。在台灣的宣教史中，這些為台灣付出的宣
教師如郭大衛、彌迪理、安慕理、安禮文、梅佳蓮、唐培禮等等，他／她們的友誼及
信仰值得我們珍惜、思念。
什麼是「集體罪惡」？造成什麼「苦難」？基督徒有何「責任」？什麼是我們「盼
望」？這樣的長期衶學質問才能激發我們南神的畢業生，願意到離島、束部偏鄉服務，
去體驗集體罪惡所造成人們的苦難，又能否經由我們長期駐地的服事，不論教會或機
構，來形塑未來更美好的盼望。
加爾文在討論希伯來書十章時說：
「上帝應許我們永生，但我們得到的是死亡；上
帝宣佈神聖的復活，但我們仍被腐蝕肉體包圄：上帝要使我們稱義，但我們仍被罪惡
纏繞；我們聽到上帝難予言說的福氣，看到的卻是無止苦難的壓迫。」因此，加爾文
特別強調我們若不是立足於盼望，從上帝光照之道來超越的話，我們會是什麼樣的人
呢？
路德在 1516 年論述羅馬書八章 19 節有關「受造之物，舉頭向望」這句話時，他
說哲學家將眼睛放在事物的存在，思考它現時的意義；然使徒保羅不只將眼睛放在事
物的存在，思考它現時的意義，也將對事物的思考導引到未來看到盼望。
苦難中的盼望
「盼望神學」的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上
帝》書中，倡言上帝是使人衍生盼望的上帝。這種盼望是在復活與十字架苦難的矛盾
中產生，而抱持復活的盼望就願意成全與罪對立的公義、與死對立的生命、與苦難對
立的榮耀及與現今紛爭對立的和平未來。莫特曼說復活的盼望是信仰不可分割的同
伴，盼望失落，信仰就落空。因著盼望，人們生活改變，信仰充滿活力，並在仁愛中
前進。在盼望的眼中，世界充滿著各種可能性，也使上帝全部的可能性在世界實現，
使人們得著自由，使世界得著自由。就是這樣的盼望，引導我們台南神學院進入新的
學期，也因著我們為萬物的服事來成為台南地震受災者、郭大衛牧師家屬的安慰、扶
持與盼望。
羅馬書八章 38-39 節說：
「因為我確信，甚麼都不能夠使我們跟上帝的愛隔絕。不
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靈界的掌權者；是現在，是將來；是高天，是深淵；在整
個被造的宇宙中，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把我們跟上帝藉我們的主基督耶穌所給我們的
愛隔絕起來。」當我省思人類歷史命運時，看到生活在羅馬帝國壓迫下的早期基督徒，
在死亡脅迫中勇敢活著。他/她們有時得勝，就是被釘在十字架，是生是死也沒阻隔主
的愛；他/她們有時失敗，因為驚怕來失落勇氣。今日生活在台灣的基督徒也是一樣，
我們有時得勝，就像郭大衛牧師在台灣教會最驚恐之時成為堅強扶助，是生是死也沒
阻隔主的愛；我們有時也會失敗，在害怕中失去勇氣，或是告訴自己若不依靠權勢就
沒前途，不自私一點就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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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十字架的受難，使人類的苦難史有了更深邃的神學見解。原來上帝本身也
在受苦中，受苦的上帝在人們的苦難中，正以不可估量的善意親近我們，其恩典陪伴
我們，在我們被苦難打敗的同時與我們同在，扶持我們，直到我們在苦難中找到盼望。
的確，苦難就是苦難，但耶穌在苦難中選擇了對上帝完全的信任時，苦難就衍生了某
種意義。這就是苦難中的盼望，在恐懼中沒有失落希望，就是人生在悲傷中也能遇見
上帝，因為上帝自己也在苦難中。
後語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在二次大戰德國戰敗後，曾為戰俘三年。
在蘇格蘭戰俘營中，英軍曾將納粹在 Auschwitz 集中營惨無人道的惡行，以影片放映
給這些德國戰俘觀看。莫特曼說當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不相信，認為影片是宣傳品，
接著第二反應是影片造假。直到認清事實後，莫特曼說 Auschwitz 集中營的恐怖罪行
打擊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我全身不適，沒有比死更好！莫特曼說作為國家全體
的一份子，如何去承擔如此重大的罪行呢？
戰後的德國新教教會團體，於 1945 年 10 月聚集在 Stuttgart 開會，並發表一篇宣
言反思教會在納粹期間的所作所為。宣言指出德國的教會現今不只體認要與受苦的人
們站在一起，也體認德國的教會是與納粹的罪行有份。德國的教會雖然曾以耶穌基督
的信仰反抗國家社會主義的暴力，但我們也很自責：沒有更多的勇氣站立在我們的信
仰，沒有更具信心的禱告，沒有更喜樂的深信，沒有更高貴的愛心。也許這篇宣言真
的值得台灣的新教團體省思，省思從「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的新教團體曾為受苦的
人們作了什麼？曾為國家的暴力說了什麼？或曾由此來反省基督教會存在台灣的意義
為何？
美國神學家 Reinhold Niebuhr 的一句話，可以成為我們的共勉：
因為真正有價值的事物，我們無法在我們的一生中完成；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有盼望來得著心安。
因為一切美好、良善的事物，我們無法在現今的歷史情境全然了解；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有信心來得著心安。
因為沒有任何難能可貴的事物，我們可自己獨自來完成；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有愛心來得著心安。
因為我們自以為正直的行為，在朋友或敵人不同立場來看非如此正直；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上帝之愛中赦免來得著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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