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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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復活節主日要舉行洗禮聖禮典(一、二堂禮拜合併，時間：09:30)，
受洗者有–成人洗禮：林慶盛、郭玲玲、曾能彬、吳佳芬、曾姵瑀、曾尉庭。
堅信禮：王錫安、王錫平。外教派轉入信仰告白：楊德耕。
2. 下週三(4/4)週間禮拜暫停一次。
3. 下週主日(4/8)是「大眾傳播奉獻主日」，由新竹馬偕院牧陳崇銘牧師前來本會請
安、證道、並報告傳播基金會新眼光電視台的事工概況。
4. 本會劉惠芳執事的父親–劉德根先生於 3 月 26 日別世，享年 93 歲。訂 4 月 8 日
(日)上午 08:20 於台中市立殯儀館懷仁廳舉行公奠。願主安慰其遺族。
5. 4~6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索取。
6. 新春禮拜的相片請需要的兄姐攜帶隨身碟至辦公室存檔或登記電子信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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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黃惠冠老師及廖益婉老師義賣聖樂 CD，請要購買者到幹事辦公室購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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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台交通車（100 元/人，請至辦公室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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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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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1. 本日(4/1)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室上課，內容：馬可福音 16 章 1～8 節。
二、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1. 4 月 4 日參加十字園省墓禮拜的隊員，請攜帶詩袍與 2018 年歌本準時集合！
2. 參加 4 月 5~6 日南部靈修旅遊的兄姐，請準時 07:30 在教會集合並帶盥洗用具。
三、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4 月 8 日舉行例會、慶生會，4 月份壽星：劉壹汝、江旭德、王雅紅。
2. 4 月 29 日松年團契於主日禮拜中獻詩，4 月 8 日起，每週日早上 08:00 於松年
會館練唱，請會員準時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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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截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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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截止。
四、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感謝曾正賢、王雅紅夫婦從 2017 年 9 月起為二堂聚會奉獻花卉。感謝今年第一季
為一堂禮拜奉獻花材費的兄姊：陳潘藟、張麗真，願上帝施恩賜福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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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本週探訪：林義耕弟兄、邱金鳳姐妹。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鄭明堂』感恩、讚美音樂會，訂 4 月 1 日下午 3 點於篤行教會舉辦，請弟兄
姊妹踴躍參加。
2. 重新教會訂 4 月 8 日下午 3 點，舉行獻堂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辦主日學師資訓練，訂於 4 月 28 日在柳原教會舉辦，本次訓
練課程主題為：「兒童敬拜讚美好好玩！」邀請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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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原音傳唱」詩歌見證分享晚會，時間：4 月 14 日(三)
19:30~21:30，地點：郇城教會（大里區成功路 87 巷 10 號）。
6.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第二小區辦理婦女事工靈修一日遊活動。日期：6/12
(當天預計上午八點出發，下午五點抵達台中)，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5/13(週
日)，參加對象：第二小區各教會婦契姐妹及其眷屬，名額限 42 名。地點：惠
蓀農場、清流部落、咖啡園，費用：每人 600 元，各教會婦女團契自行决定是
否補助。內容：信息分享、詩歌歡唱、欣賞上帝創造美好世界。報名請洽婦女
團契會長。
7. 台中三榮長老教會訂 4 月 29 日(日)下午 3 點，於旭光國小旭光廳(烏日區健行路
501 號)舉行三榮教會昇格堂會暨牧師黃暉懋就任第一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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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今日復活節禮拜中受洗的弟兄姐妹（林慶盛、郭玲玲、曾能彬、吳佳芬、
曾姵瑀、曾尉庭、王錫安、王錫平。信仰告白：楊德耕）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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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聖耘
弟兄、王曾寶蘭姐。
＊本週金句＊
(台語) Só͘ kiâⁿ tio̍ h toan-chiàⁿ, chhin-chhiūⁿ tī jı̍ t-sî.（Lo-má 13:13a）
(台語)所行著端正，親像佇日時。（羅馬書 13:13a）
(華語)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羅馬書 13:13a）
＊下週金句＊
羅馬書 14:17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4/7)由許明暉長老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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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4/1(日)

4/2(一)

4/3(二)

4/4(三)

4/5(四)

4/6(五)

4/7(六)

經節

可9章

可 10 章

可 11 章

可 12 章

可 13 章

可 14 章

可 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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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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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7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3/25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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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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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4/8

陳崇銘

心的眼光

約翰福音
4:23~24

第二堂
華語禮拜

4/8

陳崇銘

心的眼光

約翰福音
4:23~24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11

蕭仁維

天上的財富

出20:15
路15:18~25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1

51
279
510

新的誡命

-

-

同上

37

173、256、511

同上

＊上週講道＊
【生命的價值】
馬可福音八:34~38
耿明德牧師 2018/3/25
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有了生命才會有價值，至於生命的價值，是經
由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而得著。若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價值可說是一個
人「人生的價值」
，是指一個人的生命與「社會」及「他人」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
一個人的生命之所以有價值、有意義，是因為他對自己、對別人、對社會盡了責任。
人與責任是分不開的，一個人在世上享受了許多的幸福與快樂，相對就必須承擔更大
的責任與痛苦。所以有學者認為：人生是一種使命，而責任就是它最高的原則。
若是單獨來談價值，價值可以形容為：
「一件物品或是一件事情，在一個人的心中
所佔的重要性及地位有多高」
。例如：黃金、鑽石，這種價值極為貴重的物品，在一般
人的心中，地位一定是非常高、很重要，也相信不會有人將黃金、鑽石看成是地上的
石頭。同樣，愛情或是自由，雖然無法用金錢來計算、來衡量，但是，卻有許多人願
意不惜任何代價去得到它。又好像一本「醫學大辭典」，對醫學院的學生來說，是相
當有價值的書，不過，對於藝術學院的學生來看，卻是沒什麼幫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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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與價值是不一樣的，價錢能用計算機算的出來，不過，價值卻是無法計算的，‘
尤其是生命的價值，更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來替代。但是，對於「自我」生存的意
義與生命的價值，人人所思考的、卻是不斷尋找自己的前途與未來的發展。因此，有
許多人用「價錢」來代替「價值」
，並且，為了追求金錢、地位、權力，不惜犧牲自己
的生命。就像俗話所說：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這就是：
「只要是可以得到
最大的代價，就算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
。托爾斯泰說過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一個人究竟需要多少土地？
有一個人原來向人租地耕作，所收獲的還要交租，所以做得很辛苦，他心想，我
決定要買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來耕作，於是便克苦耐勞，非常勤儉的存了不少錢，買
了一小塊土地，他的心覺得很滿足。但是不久後，又覺得這塊地太少，於是又努力耕
作，果然又存了一點錢，便去再買了一塊的，但是不久又覺得不夠，所以他努力耕作，
在自己的故鄉，買了好幾塊地。但是他總覺得那些土地太少，沒有一塊大的。後來有
人告訴他一個好消息，若是要實現夢想，可去別的鄉村，那裡有更大的地可買。於是
他便賣了自己所有的地，把所得的錢帶在身上，僱了一個人，一同到別的鄉村，去找
那村的村長，村長告訴他買地的方法，
「他要從清晨太陽東昇起的時候出發，把錢放村
長的腳下，然後開始跑，在日落之前跑回村長腳前，伸手摸村長的腳趾，這樣，凡他
所跑過的地就都是他所有的」
。於是第二天一早，那人便起程了，起初他跑很快，因為
他想要多得些土地，但是跑到下午，他開始累了，而且覺得自己跑得太遠了，於是便
趕緊回頭，誰知他的身體越來越累，他早上出發的地點是在山上，而現在已在山下，
眼看太陽就要下山了，而他的體力又已耗盡。他心想，他一生的積蓄就這樣沒有了，
心中真是懊悔。這時，他所僱的那人在山上極力喊叫：
「快爬上來！山上的太陽還沒有
下山呢」！那人便鼓起最後的力氣，手腳並用的爬上山，最後終於摸著村長的腳趾，
村長十分高興，便把他所跑過的地賣給他，然後拿著他的錢走了。那人很高興，但是，
由於力氣耗盡，下山時不小心跌了一跤，撞到頭就死了，他的僱工用鋤頭為他掘了一
個坑，把他埋葬在他剛買到的土地裡，而且，這地只佔三尺寬六尺長，真是可惜。
有一句俗語說的真好：
「雙腳若疊齊，田園厝宅別人的（台語）」
。耶穌如此教訓我
們：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各位，耶穌說的真好，我們確實不該用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與這個世界做交易？
因為人就算是擁有了全世界，若是生命無法得到保障，對自己又有什麼意義呢？你又
能得到什麼利益呢？這是我們——現代的基督徒極大的挑戰與問題，是現代信徒在信
仰上很大的危機。
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節，是耶穌針對跟隨祂的門徒與群眾所說的教導，同時也是在提
醒、教導現代的我們。耶穌告訴門徒，自己這趟去耶路撒冷，將會面對苦難、會被殺，
而且會在死後第三日復活。不過，門徒不懂耶穌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甚麼，彼得甚至責
備、阻擋耶穌，不准耶穌如此說話。但是，耶穌馬上回頭斥責彼得說：『撒但，退我
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耶穌責備彼得之後，就叫眾
人及祂的學生來，告訴他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道理：要跟從耶穌就要「捨己」？甚至還要背起十字架跟從祂？
沒錯，耶穌在此清楚表明了一件事：要跟從祂的人，一定要認識這個事實，就是
要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慣，轉變成以上帝為中心的生命態度。弟兄姐妹，對一
般人來說，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自我是非常不容易對付的。當人看重自我
之時，跟隨在後的就是忌妒、猜疑、怨恨…等等，當站在比自己優秀強勢之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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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產生自卑、忌妒，但是在比自己弱小之人面前呢，就會產生驕傲、自大。其實，
基督徒最大的敵人並不一定是撒但、不一定是這個世界，有時，基督徒最大的敵人反
而是自己，是自我。
身為一個基督徒，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以死為代價救贖了我們，以復活為證據成為
我們信仰的憑據，我們也享受了上帝所賞賜各樣的恩典與福氣，但是，對於生命的價
值，我們到底是要順從上帝的帶領，還是依然故我，照著自己所喜歡的選擇去作呢？
這是所有屬上帝的人需要好好反省的功課。是不是只要上帝的道理與帶領「合乎自己
的旨意」
，就會大大的讚美、感謝上帝。若是不能符合自己的喜歡與要求？我們又如何
看待與回應呢？我們真的有體貼上帝的心意嗎？是否專心在屬靈的事務上呢？我們真
的在意教會的服事，以及見證、傳福音的事工嗎？我們真的關心上帝國臨在的問題嗎？
還是，我們只在意自己呢？因此，耶穌接著又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8：35）」。
這是一段讀了會讓人感到害怕的經文。為什麼救自己生命的，反而會喪掉生命？
其實，我們若將 35 節與 38 節一同來看，會更明白主耶穌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甚麼。
馬可福音寫作的時間大約在主後六十年代，那時，正當尼錄皇帝火燒羅馬城，且
將責任誣賴、歸咎於當時的基督徒，並派兵四處去捕捉他們。那時，有很多的基督徒
遭受極大的苦難，有些人甚至被陷害殉道而死。當然，也有許多的基督徒為了活命，
就否認了自己的信仰，背棄了上帝的真道。因此 38 節如此說：「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
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
那人當作可恥的」
。也就是說，若有人將耶穌及祂的教導當成是可恥的，又因為害怕殉
道而死，就不敢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將來耶穌再臨的時候，也一定不會承認他是
上帝的子民。
這時我們可以回頭來看 35 節，35 節是如此解釋：
「那些想要救肉體生命的人，反
而會失去那永遠的生命；那些為了我與福音的緣故，而喪失肉體生命的人，反而會得
到永遠的生命」。
所以各位，在這段經文裡，耶穌對於『喪失生命』所要表達的意思並不是指「肉
體上」生命的喪失，反而是指「失去那永遠的生命」。意思就是：「在主耶穌基督再來
之時，不能得救的意思」。
因此弟兄姐妹，發揮被上帝揀選之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是我們正確的目標。雖然「財
富、權勢、地位、關係」也很重要，是你、我所想要努力得到的代價，但是，我們生
命的價值若是只站在追求這個世界的代價，那就很可惜，也非常的可憐，這個世界有
什麼比「永生的生命」更重要呢？耶穌在此提醒我們，任何人要跟隨祂之前，必須要
先放棄自己，因為若只想救自己生命的，的確會喪失生命，若是為主耶穌和福音的緣
故，喪失自己生命的，一定會救了自己的生命。
可能有人會認為，主耶穌的教導確實很重要。但是對於生活在現實社會的我們來說，
真的是很困難，因為這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道理，甚至與大家所想像的剛好相反。然
而，耶穌在馬太福音 5：11-12 早就勉勵我們：
『若是因為跟隨我而受到各種侮辱的人，
是有福氣的。因為在天上有豐富的賞賜等待他去領』
。因此，弟兄姐妹，我們一定要改
變，要學習體貼主的心意，順從祂，跟隨祂，為祂而活。這才是生命真正的價值。若
是要跟從主：
第一、就是要『捨己』
耶 穌 說：「若 有 人 立 志 要 跟 從 我，就 當 捨 己 」。「捨 己 」原來的意思比較接
近「否定自己」
。其實，它的意思比「否定自己」更為強烈，我們可以用「徹底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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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沒有任何的關係」來形容。這段經文的意思，若是與前面「耶穌斥責彼得」的
經文一起來解釋，就是在說明耶穌對門徒的要求是甚麼。門徒若是要體貼上帝的心意，
就要徹底否定、斷絕與自己的任何關係，當一個人否定、放棄自己的時候，就是願意
將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不再以自己為主。也只有如此，人才能從單單注意自己的需
要與慾望當中解脫出來，真正體會上帝的旨意是甚麼。因此，我們要說，捨己就是『舊
的我，已經隨同耶穌基督一同埋葬了』
，
『新的我，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
，這就像哥林
多後書 5：17 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第二、跟隨主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斷絕與自己舊有的關係之後，耶穌進一步要求：『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祂』
。
「十字架」在此是要表明一個重要的意念。就是，
「犯罪的人因著自己的過錯、犯
法、被判刑，就會有他的十字架」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耶穌還未被釘死之前，十字架
根本不是甚麼榮耀、光榮的記號，反而是羅馬帝國時代用來懲罰他們所統治的人民，
特別是針對那些叛亂犯、嚴重妨礙社會安寧的人所用的刑具。
沒有人喜歡十字架，更不會無緣無故拿十字架來比喻、來說明什麼樣的事情。但
是，耶穌卻是強調：「要跟隨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這是在說明，因為罪所帶
來的是生命的苦難，因此每一個願意跟從耶穌的人，就要斷絕與自己一切的關係，且
要勇敢面對自己所犯一切的罪過，要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勝過罪所帶來生命的苦
難。我們要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不再活在過去那種隨從「人的情慾」所過的日子，
反而是堅定自己的心志，遵從上帝的旨意而活。若不如此，人就難以體貼上帝的心意。
也只有如此，人才會願意跟從耶穌。彼得前書 4：1-2 如此勉勵我們：「基督既在肉身
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
生命不是用來換取代價的，我們若用代價來看人生，德蕾莎修女最不值得，她一
輩子生活在極其貧窮的貧民窟裡，所擁有的非常非常的少。如果以代價來看人生，謝
緯牧師最不值得，他為了那些受苦的患者，一直在和時間賽跑，到他過世之時，被發
現他的內褲是破洞的。這些人付出了一生的全部，最後得到什麼代價呢？我們若是用
代價來看人生，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一生是最悲慘的，到祂死後是一無所有，連一
件內衣都被搶去，連墳墓都是別人的，跟隨祂的學生逃得無影無蹤，祂自己什麼也沒
得到。但是，他們的生命雖然燒盡，卻是成就了無限的價值，就像一粒埋在土裡的種
子，看起來好像死去，卻是發展出更豐盛的生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現今的世代，許多人耗盡一輩子的生命，想得到多更多的慾望
與滿足。但是，當生命走到盡頭之時，卻完全沒有能力挽回自己的生命。而且什麼也
得不到。懇求上主幫助我們，願意真實來思想、禱告、思念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犧牲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努力成為見證，見證主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以成為基
督徒而榮耀，以做上帝的奴僕而努力，並且堅持從上帝來的宣教使命，清清楚楚顯明
在自己的生活當中，這，就是我們『生命真正的價值』。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