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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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4/16)復活節讚美禮拜上午 09:30（兩堂禮拜合併舉行）
，禮拜中有洗禮
聖禮典，小會員及受洗者請於 08:3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小會（受洗者需參加）
。
受洗名單如下：
成人洗禮：莊靜慧、陳順量、汪智聖。
堅信禮：吳煦哲。
幼兒洗禮：洪以恩。
信仰告白（外教派轉入）：徐凱音、陳敏卿。
2. 本主日禮拜結束後，教育委員會舉辦復活節社區報佳音活動，將分 3 小隊至
附近社區分發彩蛋、傳單，請各位兄姐熱情參與。請家庭團契、婦女團契、
聖歌隊等有負擔之同工、會友，於禮拜後在松年會館行前說明後出發。
3. 第三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從 4 月 21 日(本週五)到 7 月 14 日止，本期參與受訓
者有王惠玲、王雅紅、蔡文華、曾正賢四位，請於每週五晚上八時在松年會
館上課。本週五(21 日)單元(一)裝備信徒。單元(二)生活佈道。
4. 台中中清教會建堂募款福音餐會定 6 月 6 日(二)晚上六時在潮港城國際會議廳
舉行，餐會中有邀約藝人來獻唱福音詩歌及見證，另有義賣活動，每張餐券
1200 元，有意願請向曾青美幹事購買，協助中清教會募款（日期至 5 月 14 日
截止）。
5. 本會社區關懷幹事蔡文華長老已向小會辭去本會長老職及十字園董事職，並
於 4 月 6 日開始上班，請大家關心。
6. 2016 年度捐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7. 4~6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葉美玲執事）
2016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合格名單如下，將於 5 月 14 日禮拜中頒發。
高中職：賴承昊、張瑄樵、陳維理等 3 人。
大專院校：蘇凱琳、何建凱、喬禹傑、江榆婷、張碩恩、陳楚云、賴芝亦、
張洸郡等 8 人。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四月份第 5 個主日(4/30)主日禮拜中由松年團契獻詩的服事，請松年團契
會員在 4/23，4/30 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集合於一樓松年教室練唱詩歌。
2.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本年會員春季靈修旅遊活動，請會員踴躍參加。
(1)時間：2017 年 5 月 23 日(二)～24 日(三)，出發集合時間另行通知。
(2)行程：宜蘭知性二日遊。
第一天：5 月 23 日(二)各地出發⇒08:40 泰安服務區會合⇒英仕山莊午餐
⇒接駁中巴~馬告生態園區之明池森林遊樂區⇒美味晚餐夜宿宜蘭友愛大
飯店。
第二天：5 月 24 日(三)07:00 晨喚活力早餐 08:10 出發⇒08:50～10:10 羅
東教會靈修(羅東鎮民生路 82-5 號)⇒宜蘭伴手禮選購⇒美味午餐⇒12:30
～傳統藝術中心⇒美味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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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元。
【團契有部分補助】
(4)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4 月 23 日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5)報名：請向副會長徐澄榮執事報名。
1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因四月份例會時間遇本會復活節社區報佳音活動，邀請婦女團契會員共同參
與！本次聚會暫停一次。
四、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4/16)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20 章 1~18 節。
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徐澄榮執事）
上週探訪：吳繡鳳姐。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5 月 21 日(日)14:00~17:30，地點：
向上教會，講員：姬文宗、陳怡伶牧師，講題：「中中演繹–過去、現在、
未來」，費用：200 元。
2. 台中中會財務部於 4 月 22 日(六)08:30~12:00，舉辦 2017 年度教會財務人員
實務研習會，地點：柳原教會。欲參加的同工請於 4 月 16 日前告知辦公室，
統一報名。
3. 向上教會訂 4 月 16 日舉行復活節、主日大樓獻堂、禮拜堂修建竣工、設立
54 週年感恩讚美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第三期三福受邀受訓者，接受 13 週課程代禱。
2.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莊水發兄、藍鶴姐、林尹晨小朋友、王曾寶蘭
姐、許榮祥執事、蕭麗華姐、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靜慧姐。
＊本週金句＊
(台語) Siōng-tè só͘ ài ê chè, chiū-sī iu-siong ê sîn; Siōng-tè ah, iu-siong
thòng-hóe ê sim, Lí bô beh khòaⁿ-khin i. (Si-phian51:17)
上帝所愛的祭，就是憂傷的神；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無欲看輕伊。
（詩篇51:17）
(華語)上帝所愛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詩篇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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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8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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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介紹台灣教會史上相關之宣教師及教會人物檔案。下週(4/22)由
許明暉長老介紹「懷約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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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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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4/16(日)

4/17(一)

4/18(二)

4/19(三)

4/20(四)

4/21(五)

4/22(六)

詩 13~15 章

詩
16~18 章

詩
19~21 章

詩 22~24 篇

詩 25~27 篇

詩 28~30 篇

詩 31~3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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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張宗隆

耶穌的軛
和擔子

太十一:28~30

33

98
190
512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23

張宗隆

耶穌的軛
和擔子

太十一:28~3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26

陳正雄

不可忘記上主

詩篇十四:1~7
申八:11~20

30

44、338、
510

同上

＊下週金句＊
詩篇 73:26
＊上週講道＊
【逾越節的晚節–愛宴】
太廿六:14~25
蕭仁維傳道 2017/4/9
一、前言：
有一本兒童故事繪本叫做《石頭湯》
；內容描寫經歷戰爭的士兵在返鄉的路程
到村莊尋找食物及住宿。但是由於戰亂時期，導致大家防備心都很重；所以這又
累又餓的士兵沒有得到目的。眼見狀況直落，最後其中一名士兵想出奇招，在村
莊裏面宣傳要煮一鍋石頭湯。居民一聽，覺的驚奇，就相約出來看。而此時的士
兵，眼見有眾多的居民出來觀望，就像居民要煮湯的鍋子，石頭。當水滾了，士
兵么喝著，如果有一些鹽巴或是楜椒等配料，這鍋湯一定會更好喝。於是當中的
居民紛紛拿出士兵所需要的物品，到了最後熬成了一鍋美味豐富的湯。就這樣，
士兵一巷巷的吩咐居民拿出食材，到最後士兵說這是國王喝的湯。民眾紛紛覺得
驚奇，因為從未享受這樣的禮遇。而也有居民發現只有湯還缺少了主食，這樣哪
能算是一頓飯，所以紛紛又拿出了麵包等食物。等待大家飽食一頓後又唱又跳的
結束一晚；當大家都要離去時，此時的士兵想求一宿好眠，沒想到，居民紛紛的
表示善意要接待他們，因為怕這三位大廚露宿街頭，所以熱情的邀請這三位紳士
到家裡休息。
在我們的當代，也有幾位年輕人發起了石頭湯這樣的聚集；因為感念街友對
於食物的需要，所以這幾位年輕人開始向社區募集多餘的食材，在適當的時間，
在街頭上面分享熱騰騰的愛心；這個團體叫做---人生百味，透過食物的分享，讓
這些朋友們能夠感到溫暖。
食物是每一個人維持生命的必需物品，在至關缺乏的時候，你不會想到要分
享；但是透過分享，我們的內心就會感到富足。分享是當你有多餘的或是感受到
別人的需要所做出的行動。
今天經文的場景，同樣是在餐桌上面；而這一幕，卻也是耶穌最後與學生聚
集，教導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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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論
【出賣】
經文一開始的劇情描述是猶大定意要出賣主；因為猶大一開始去祭師長的對
話是說:如果我把它交給你，你可以給我什麼? 這是一種利益的交換，或許，猶大
一開始是想要得到好處，但是這個好處並不一定是金錢。但是祭師長可能看出猶
大是個貪財之人，所以用錢打發。而另一個角度來看耶穌門徒的這個團體，或許
在傳統的猶太會堂系統裡，這些人看耶穌的門徒就是如此一般般；認為這些人士
愛世俗名利的。
接著發展的劇情是，耶穌知道門徒要出賣她，卻還是願意同桌。可能是為了
順服上帝的旨意。也許是為了要讓其他人一同了解，耶穌自己身上所背負的旨意，
因為還有許多的門徒不知道耶穌來到世上主要的旨意，而另一方面，也是展現出
耶穌的愛所帶來的包容。
傳統猶太人的餐桌是一個和解的餐桌；我們可以連結浪子的故事最後的結
局，寬容的父親以及自認有罪的小兒子，還有自認無過的大兒子同桌。也就是說
在同一桌子上面，沒有敵我，所有的人都是主人的貴賓。或許是耶穌想要讓這樣
的愛再次的感動猶大，也或者是讓其他的門徒來學習；愛，不僅是嘴上說說而已，
而是真正的身體力行的，讓行動展現真實的意義。
從這個角度看來，猶大賣主，不單單是僅止於一個金錢上的交易，或是因為
貪婪而出賣的舉動；背後重要原因之ㄧ是: 信仰的迷惘；我跟隨了誰。因為照聖經
的脈絡，猶大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所以以 30 塊錢幣的代價，了不起是一整年的
工資；以現代 22K 的價值來計算，不過 26.4 萬。說多不多，說少不少；但是同樣
的價值，卻是瑪麗亞打破女人要出嫁的嫁妝---珍哪達香膏的價值。
賣主的行動或許我們在當代較不會遇見這樣的事情，但是對於信仰的反省卻
也值得思考。於此，可推斷幾點猶大賣主的原因:
1. 出於對於金錢的貪婪；以及忌妒，忌妒為什麼他自己比較不受到重視。因為
耶穌提到以及聖經較多記載的就是這幾位。除了這幾位曝光率較高的門徒以外，
其餘提到的，有些並沒有留下較好的紀錄；如多馬。
聖經裡面的多馬，是一個猜忌心以及懷疑的門徒。總要事事都看見才會相信
的一個人。但是，當耶穌生復活以後，卻顯現與他同在；並且透過了讓他摸肋下
以及手掌來堅定信心。一個懷疑以及不信的人，上帝卻透過了直接的顯現增強他
的信心。聖經中關於多馬的記載並不多，但是透過旁經---多馬行傳，我們可以了
解到，他最終在印度宣教而殉道；到了今日，在印度也可發現一座名為:多馬教堂。
被忽視導致的忌妒，極有可能導致猶大賣主的原因之ㄧ。
然而因為信而帶出生命的改變是很大的恩典，<20:29 耶穌說：「你因為看見
了我才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信的是多麼有福啊！」 約翰福音>。
2. 對於耶穌做王的夢想破滅；可以合理的推斷，因為猶大期待著耶穌可以有如
馬迦比家族一樣，帶領猶太人自殖民者的手中獨立。但是，前一段革命的起義，
只維持了一百年左右平和，隨即又被更強大的羅馬政府給統治。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這個馬迦比的祭師家族，一開始所帶領的革命軍是有明確的目標，以及民族信
仰的文化。但是日子久了，人心逐漸的被利益給薰了心，以致後來所建立的「哈
斯摩王朝」
，一部分崩解的原因始於權益的鬥爭。在民族的角度來思考，或許猶大
就是想要逼耶穌來做出抉擇，要耶穌做出民族革命的決定。沒想到，此時的耶穌
卻是集合大家，並為了大家上了生命中最後的一堂課。在餐桌上的愛與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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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與革命有著非常大的衝突的。今日我們紀念的棕樹主日，這「棕樹枝」
就是當年馬迦比家族帶領革命軍進城時，民眾鋪在地上以示敬意的代表。而延伸
「棕樹」的意義，對我們信仰上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目前的植物學研究，棕樹可分類近 2600 於種。而在近東的文化，棕樹本身
就帶有許多文化上的意涵。在所羅門王建造的聖殿，於聖殿內的裝飾就有著棕樹；
<6:29 大堂和內堂的牆都雕刻著基路伯、棕樹，和花朵。 王上>。在信仰生活上
的描述，如<92:12 正直的人要像棕樹一樣茂盛；他們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樹一樣高
大。 詩篇>。除此之外，棕樹本身就是一種耐旱，且枝葉、樹汁等都具有極高經
濟的作物。所以透過棕樹的啟發，我們在信仰上的反省可以有: a.耐旱---基督徒
不受外來的影響，而與主親近如同栽種在溪邊的樹一樣茂盛。b.樹型高壯挺直--如同詩篇 92 篇所言般的正直，成為教會以及環境的柱石；除了堅固支撐，也為人
帶來榜樣。c.利益別人---棕樹的汁、葉、樹幹等都有極大的利用價值，所以阿拉
伯人說：棕樹本身有 365 種功用；這樣的反省是本身很願意給，就如同今天一開
始所談到的「石頭湯」這段故事一樣。基督徒生活中「得」到的，應該想辦法去
「給」；也就是分享。
【餐桌；和解】
魏德聖導演拍攝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內容描述 1930 年的霧社事件。霧
社事件後倖存的賽德克原住民，被台灣總督府遷到川中島，也就是現在的仁愛鄉
清流部落。電影在莫那．魯道自殺後劃下休止符，但歷史的腳步並未停歇……。
50 多年後，霧社事件主角花崗二郎遺孀高彩雲來到埔里鎮上鄧相揚所開的醫
檢所，鄧相揚問起高彩雲霧社事件後的故事。「我從霧社前往川中島後的一個禮
拜，產下男嬰阿威．拉奇斯（高光華）
，卻因失血過多而瀕臨死亡的威脅。那時有
一位日本醫生救我，不過他已經死了，你可以幫我找到他的墳墓嗎，我想親自跟
他道謝。」
「那位醫生是誰呢？」
「井上伊之助。」
就這樣，鄧相揚答應請託找出井上伊之助的墓，後來他總算在 1999 年找到井
上伊之助的墓，位在埼玉縣入間墓園。墓碑上銘刻著「愛」字，下方用日文刻著
泰雅族語：
「神織給」
，意即「上帝在編織」
，鄧相揚見之動容不已，打電話給井上
伊之助公子井上祐二先生，說明受高彩雲之託尋墓之事，井上祐二感動之餘，邀
請鄧相揚到他家作客，民間的台日文化交流在這段尋墓過程中充分彰顯人性的光
輝，化解了不少歷史的仇恨。
井上伊之助會到台灣來行醫療傳道，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1906 年，井上伊
之助的父親井上彌之助被花蓮太魯閣族人殺死，當時的井上伊之助正在日本參加
退修會，聽到父親的噩耗悲憤不已，燃起報仇之心，但上帝的話卻在他耳畔響起：
「兩隻麻雀固然用一銅錢就買得到，但是你們的天父若不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
地上。」於是井上伊之助決定以愛來贏過仇恨，要來台灣進行原住民醫療服務。
1945 年日本戰敗，在台的日本人要歸國，井上伊之助向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情，
表明要留在台灣的意願，並取漢名為高天命。但 1947 年發生 228 大屠殺，井上伊
之助接到歸國命令，被迫離開台灣。當他被迫離開台灣的消息一傳出，原住民部
落一片悲悽之聲。初來到台灣，是因為父親被台灣原住民所殺；返回日本，從台
灣帶回來的禮物是 3 個孩子的骨灰，四子井上祐二曾經一度不認同父親以愛勝恨
的基督心：
「我恨透父親，恨他只照顧遠在霧社的異鄉人，卻從未關心過自己親生
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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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總會網站教會人物誌單元>
餐桌上的和解帶來滋潤生命的養分，在預備受難週的同時，提供我們默想並
連結榮耀的主以及受苦的僕人。超越怨恨、貪婪等罪的愛。
【屬靈功課】
1.用愛贏過恨；餐桌上的和解所帶出來的是愛的進行式；沒有和解，我們就無
法去愛，在預備受難週的過程，我們可以選定一位或多位在生活上造成你困擾，
導致你很難原諒的人，為他禱告，又或者為了一位你對他信仰生活特別有負擔的
人，為他禱告。願上帝感動他也成就祂的旨意。
2.成為預備的那個人；我們無法想像，當滿城風聲欲極力緝捕耶穌的消息，這
位不知名的人卻卻願意提供場地，並且預備；在馬可以及路加福音分別記載此人
拿著一瓶水，這原是女人的工作，但卻由一名男性來擔任，如此的舉動可能遭受
一樣的眼光，但「這個人」卻絲毫不懼，如同被耶穌徵召的小驢。耶穌在尋找我
們，或許是名不見經傳的人，也或許如同「這個人」
，沒有名份，但卻幫助耶穌與
門徒最後的一堂課。
【結論】
沒有上帝的赦免和愛，我們心中就沒有赦免以及去愛的力量。在進入受難週
節期，再一次邀請主耶穌進入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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