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日(4/5)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4月5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大禮拜堂 葉美玲

高雅智

2F 電梯口 何啓光

顏姿叡

古蹟教堂 余燕儒

呂慧玲

錄影（3 處）

華語禮拜前會堂消毒

許明暉

廖寶蓮

＊小會公告＊（不必朗讀）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 月 25 日建議，停辦室內 100 人以上聚會活動，本會第
二階段防疫措施如下：
1. 一二堂禮拜照常舉行，四月起台語禮拜分別在大禮拜堂、古蹟禮拜堂、聖歌隊練
唱室三個地點同步轉播進行，大禮拜堂以容納 90 人為原則（至多不可超過 100
人）
，古蹟禮拜堂容納 56 人，練唱室容納 15-20 人，會友可由以上三個地點自由選
擇參加禮拜；二堂禮拜地點維持在古蹟禮拜堂舉行，所有會友禮拜時以梅花座方
式入座。古蹟禮拜堂於台語禮拜結束與華語禮拜開始前由同工進行場地及桌椅擦
拭消毒。三個地點貼梅花座標示貼紙，請服務委員會同工於三月廿八日進行消毒
工作時一併處理。
2. 古蹟禮拜堂於此階段僅開放前門。參加台語禮拜之會友進入禮拜堂前需於大禮拜
堂前門、古蹟禮拜堂前門、二樓電(樓)梯口由接待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工
作，參加華語禮拜之會友於古蹟禮拜堂門口由接待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
工作，體溫正常及完成雙手消毒之會友由接待同工協助於身上明顯處貼貼紙以利
辨識，參與禮拜過程中需全程戴口罩。
3. 每次禮拜中進行全場錄影以記錄該場禮拜參加人員及座位。
4. 松年大學課程、恩典合唱團團練照常進行。
5. 各團契、手鐘團、小組聚會由各團契視疫情自行調整。
6. 四月五日聖餐暫停，四月 12 日復活節洗禮照常舉行，受洗者全部於大禮拜堂禮拜。
7. 四月起安排長執同工負責各門口檢測額溫、雙手消毒、貼貼紙，及禮拜中錄影記
錄禮拜參加人員工作。

＊長執會公告＊（不必朗讀）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自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31 日本會二間禮拜堂不外借。期間松年會館、聖歌隊練唱室、
主日學教室、少契教室、…等空間請各單位於使用後對桌椅及地板擦拭及消毒。
2. 自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31 日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暫停開放。
3. 自 3 月 8 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主日愛餐。
4. 二間禮拜堂分別由各委員會於週六 09:00~10:30 進行消毒工作，負責日期如下：
禮拜委員會：3/7、4/11。宣道委員會：3/14、4/18。教育委員會：3/21、4/25。
服務委員會：3/28、5/2。總務務委員會：4/4、5/9。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5. 若會友處於居家檢疫者，請通知教會代禱並予以協助。
6. 本會已從美國購買二支額溫槍，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
7.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仍應維持門窗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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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4/5)是「棕樹主日」是主耶穌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本週進入受難
週，請大家避開喜慶宴席，每日依照受難週經文研讀，來感受主耶穌受難的氣氛。
日期
4 月 5 日(日)
4 月 6 日(一)
4 月 7 日(二)
4 月 8 日(三)
4 月 9 日(四)
4 月 10 日(五)
4 月 11 日(六)

約翰福音
十二:12~16
十二:1~11
十二:20~36
十三:21~32
十三:1~17、31b~35
十八:1~19、42
十九:38~42

馬太福音
廿一:1~17
廿一:18~廿二:32
廿四:1~廿六:13
廿六:14~16
廿六:17~75
廿七:1~6
廿七:62~66

2. ★今年復活節(4/12)主日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請要參加洗禮者到辦公室拿取報
名表格，並向陳祐陞牧師、小會書記–許允麗長老報名（報名者需於 4 月 11 日(本
週六)下午 2 時參加信仰造就班）。目前已報名者有：成人洗禮–張春發、黃秀燕。
幼兒洗禮–陳軒宥。4 月 12 日一、二堂合併禮拜，時間：09:30。
3. ★本會陳祐陞牧師屆齡退休，將於 4 月 19 日主日禮拜中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
當天一、二堂禮拜合併，時間：09:30。
4. ★有需要口罩的年長兄姐，禮拜前請至辦公室領取。
5. ★4~6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有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6. 請尚未領取 120 週年紀念冊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林義耕、許萬興、蘇凱琳。
潘美惠。許泠欣。何祥百、許月娥、黃文忠、賴麗華、魏顯洲、蘇美麗。何守崇、
何棟樑、陳正榮、羅寶玉。呂光輝、高大堯、陳欽榮、潘俊任、阮淑真。林恩仲、
蔡謹。簡安祺、蘇陳月娥。粘淑慧、黃茂卿。郭紫筠。王新莉、江正德）。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本日(4/5)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馬太福音 21 章 1~11 節，27 章 11~14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下週主日(4/12)禮拜結束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主理：鄭純珠執事。4 月份壽星：
劉壹汝姐、江旭德兄、王雅紅姐。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三、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參加貝斯速成班，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有心，我們
就教你！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4 月 19 日例會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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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團契（輔導：卓聖育執事）
因應疫情影響，少年團契 4 月份的週六聚會暫停。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源咖啡】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草屯教會訂 4 月 5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設教 120 週年感恩獻祭禮拜。要前往參
加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
2. 台中中會青年部與台灣基督精兵協會共同舉辦青少年探索．戰鬥營–「光說
不練是在哈囉」，時間：7 月 16~19 日，地點：真理大學台北校區，費用：2500
元/人(4/20 前 2200 元/人)，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tccpfight-25th-R1。
＊代禱事項＊
1. 為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重大傷害。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
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峰期，並為所有前線的醫護人
員代禱。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請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合併案順利通過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
＊本週金句＊
(台語) Koh tio̍ h ēng jîn-chû saⁿ khoán-thāi, chûn lîn-bín ê sim; tāi-ke saⁿ sià-bián,
chhin-chhiūⁿ Siōng-tè tī Ki-tok bat sià-bián lín chı̍ t iūⁿ.（I-hut-só.4:32）
(台語)閣著用仁慈相款待，存憐憫的心，大家相赦免，親像上帝佇基督曾赦免恁一樣。
(以弗所 4:32)
(華語)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弗所 4:32)
＊下週金句＊
以賽亞 54:10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4/5(日)
可 13

4/6(一)
可 14

4/7(二)
可 15

4/8(三)
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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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四)
利 1-2

4/10(五)
利 3-4

4/11(六)
利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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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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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暫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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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4/12

陳祐陞

聆聽復活主的
聲音

約翰福音
廿一:1~19

28

107、
98、
352、115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4/15

陳正雄

遵行天父的
旨意

馬太福音
十二:33~42

12

130、
159、3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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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愛你/妳的對敵】

王崇堯牧師 2020/3/29

愛你的仇敵，有可能嗎？愛迪生說：
「消滅敵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化敵為友。」化
敵為友有可能嗎？有人說：可能。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不是已赦免壓迫祂的人，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有人說，不可能。馬克思認為人若打你右邊的臉，左
邊也任由他打，是弱者的行為，這種的宗教是鴉片。
1956年， 法國哲學界曾針對希特勒納粹的惡行作一個深度的討論。有猶太背景法
國哲學家 Jankelevitch 說納粹惡行的不合理與愛的全能之間是無法聯結的，所以饒恕是
不可能。輕易的饒恕會成為廉價的恩典，使我們忘記這些惡行的邪惡。更重要的是，
犯罪的人也未曾請求被害者的赦免，講求赦免是沒有意義的。另外一位法國猶太人哲
學家德希達(Derrida) 卻認為去赦免人，並不是建立在有人請求赦免。他說赦免的本質
是一種召命(calling) ， 赦免無法赦免的罪行才是真正的赦免。他說這樣的赦免是不可
能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 ，如同耶穌基督所說要赦免人就要赦免 70
個 7 次，完全的赦免。
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耶穌要我們去愛我們的對敵。祂說人是以眼還眼、以牙還
牙；但是你/妳們不得以惡報惡。英文也有一句話講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兩
個不對的事不能變成一個對，不對就是不對。主張非暴力的印度聖雄甘地也說過，這
個世界若是以眼還眼，這個世界就會瞎眼。羅馬書 12 章 17 節保羅說不得以惡報惡，
彼得前書 3 章 9 節也說：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 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美國 Auburn 神學院聖經學教授溫克(Walter Wink) ，在他的 Engaging the Powers
書中，以非暴力反抗精神來解釋這段聖經值得參考討論。
「若有人打你右邊的臉，左邊
的也讓他打」
，溫克教授詮釋為是對「人性暴力」的非暴力抵抗。新約時代主人可以隨
意打奴隷右邊的臉，打右邊的臉是一種侮辱，因為左邊的臉沒什麼價值。但是用右手
打對方右邊的臉，打的姿勢不對，是很奇怪的。右手若要打對方右邊的瞼，其實是要
用手背去打才對。溫克教授認為這主要是要侮辱你。然而，當你/妳將左邊的臉也轉過
來給對方打時，對方就打不到你右邊的臉了。其實這是非暴力的抗議，抗議對方不可
以一直打我右邊的臉來侮辱我。
「有人要告你，拿走你的內衣，外衣也任他拿去。」這是對「經濟暴力」的非暴
力抵抗。新約時代，欠人家錢，是要以東西抵押，當然內衣也可以抵押，但外衣就不
可以。出埃及記 22 章 26 節說：「你即或拿鄰舍的衣服作當頭，必在日落以先歸還他。
因他只有這一件當蓋頭，是他蓋身的衣服，若是沒有，他拿什麼睡覺呢？」這是基本
生活權，所以拿人的內衣抵押，已經是過份的無情；若是如此，你/妳就將外衣也脫給
他/她來表達抗議。偤太文化，看別人沒穿衣是丟臉的事，所以丟臉的，不是沒穿衣的
人；是看人沒穿衣的才丟臉。這也如同甘地寫信給美國黑人所說：「1 千 2 百萬黑人不
要因為成為奴隷的子孫來覺得羞愧，作奴隷不丟臉，作奴隷的主人才丟臉。」這其實
是抗議， 不要壓迫我到連基本生活的衣服都拿去抵押，這是人對你/妳經濟上壓迫的
一種非暴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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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勉強你行一里路，就陪他走二里路。」 這是對「政治暴力」的非暴力抵
抗。新約時代，羅馬軍人可依照法律要求一般百姓拿他的裝備武器盾牌跟他走一里路，
多走一里就是犯法。所以陪軍人多走一里其實也是一種抗議，對強權壓迫的抗議，是
非暴力的反抗。總結來說，用手背打人右臉是一種侮辱，討錢討到別人的外衣是無情，
強迫人與你行路是壓迫。
因此，耶穌在此講的並非順服，反而是非暴力的反抗。左臉轉向給人，是為保護
我的右臉，保護我的尊嚴，來抵抗人性的侮辱。將外衣脫掉給人是抗議無情，是為維
護我的基本生活，來抵抗經濟的壓迫。與人行二里路是要讓對方知道強權是犯法的，
讓對方知道不對以抵抗壓迫，這是非暴力
的反抗。這樣說來，以非暴力的反抗來喚醒對方的良知，來改變壓迫的情境，才是愛
對敵人的真諦。如同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牧師所說：
「非暴力的反抗，不是尋求方法
打敗對方；是尋求可能性嬴得對方的友誼，喚醒對方的良心。」甚至非暴力反抗的本
質是「甘願接受對方加在個人身上的苦楚，也不會去報復。」因為非暴力的反抗是確
信這個世界會站在上帝的公義這邊。
安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處境＞說：「停止痛苦記憶的方法就是赦免的力
量。」沒有赦免，我們就無法從以前行為的後果解放出來，我們永遠成為以前行為後
果的犧牲者。報復是重複前一個行為所造成後果，而赦免才能從報復的循環中解放出
來。不夠安娜鄂蘭也說我們總要記取歷史事實，這樣通過赦免這種創造性的神蹟，才
能使我們的痛苦記憶得著治療。愛我們的仇敵，在信仰生活的實踐是不容易的，反而
去愛我們的鄰舍是可做到的，也許我們應該從「愛我們的鄰舍」
，有一天有可能可以體
會愛仇敵是「不可能的可能」。
觀察人類歷史，人類大都是在圍籬笆，而不是在拆圍牆。希臘早期思想家柏拉圖
就說過：
「野蠻人跟非希臘人生下來就是我的敵人」
。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也說過：
「野
蠻人的祖先是動物」
，這是最早的進化論。希臘人嘲笑非希臘人不會講話，一開口就 bar
bar，所以希臘人笑那些只會講 bar bar 的人就叫作「野蠻人」(barbarian)。中國人也是
一樣，北方是匈奴，南方是南蠻，東邊是東夷，西邊是西狄，都不是人，不是蟲就是
狗。今天新疆人的命運就是如此，被關在集中營裡，強迫他/她們改變生活方式與宗教。
愛仇敵不太可能，但愛鄰舍有可能吧！問題是如果你的鄰舍常常找你的麻煩或是
倒會，或是三不五時帶狗來你家的門口放屎，你還愛得下去嗎？猶太人的拉比 Sammlai
曾說，摩西從西乃山領受了上帝所頒佈的 613 條誡命，其中 365 條是照一年的日子來
記錄，另外 248 條是依人的世代來寫。大衛又將 613 條誡命濃縮為 11 項，就是詩篇十
五篇裡的所謂誠實、勿誹謗、不惡待朋友、不隨便誹謗鄰舍，眼中藐視匪類，尊重敬
畏耶和華的人，誓約雖自己吃虧也不更改，不放債取利及不受賄賂陷害無辜等等。
接續以賽亞先知又縮短為 6 條，即三十三章 15 節所言及行事公義，說話正直，憎
惡欺壓的財利，擺手不受賄賂，掩耳不聽流血的話及閉眼不看邪惡的事等等。後來，
彌迦先知再縮為 3 項，即行公義，心存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六:8)。最後，先知哈巴
谷總歸為一條：「義人因信而活」(二:4)。
新約時代，耶穌將律法的精神歸納在愛的裡面，就是愛上帝與愛人。因為律法若
沒有與愛連結，就無法「知行合一」
。在此，耶穌講了一個好的撒馬利亞人的比喻，這
個故事大家都很熟，也有不同的解釋。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遇到賊，扒
他的衣服，打他到半死。有一個祭司從那條路下去，看見他，轉身就走。有一個利未
人，也是如此，轉身就走。為什麼祭司和利未人轉身就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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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今天有人會說，可能要去主持禮拜、參加聖歌隊，但聖經說，是從耶路撒冷
下耶利哥的路上，因為祭司、利未人住在耶利哥，獻祭的時間才到耶路撒冷服事，所
以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是表示禮拜已經結束。
最大的可能是這個人已經被強盜打得半死，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照律法來說，
屍體是不可觸摸的，所以祭司和利未人，因害怕觸犯律法，轉身就走。守律法是有，
但守律法可以守到沒辦法愛人嗎？沒辦法愛人的律法有意義嗎？前美國出名的拳擊選
手阿里，本來的名字叫克萊，克萊是基督教的名字，但阿里說：「你們基督教都說愛，
但愛到最後真讓人生氣！」所以他改名叫默罕默德・阿里，並改信伊斯蘭教。
聖經提及以色列人本來與撒馬利亞人是沒有往來，撒馬利亞人絕對不是以色列人
的鄰舍。從歷史來看，所羅門王國分裂成南猶大與北以色列，列王記上十六章 23 到 24
節。暗利做以色列王時，向撒馬買一座山，建一座城，就叫做撒馬利亞，成為北國的
首都，但所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主前 722 年，以色列被亞述滅亡，以色列人被遷移
到亞述，列王記下十七章說亞述王也將外族人遷入撒馬利亞，並與當地的以色列民通
婚，就成為後來的撒馬利亞人。他們拜上帝也拜偶像，這是猶太人不與撒馬利亞人往
來的歷史因素。
但我們應該記得，這個地方是亞伯獻祭的地方，是挪亞獻祭的地方，是亞伯拉罕
獻以撒的地方。新約聖經談到耶穌曾在這個地方與一位撒馬利亞人的婦女談到。這個
婦女說：「我們的祖先都在這裡禮拜」。猶太人被擄回來重建聖殿的時候，撒馬利亞人
也想來協助，但被猶太人拒絕，因為他們血統不純。耶穌跟他的門徒有一次經過撒馬
利亞的鄉村，因為沒有受到接待，門徒不就是要耶穌從天降火，將它們消滅。撒瑪利
亞人絕對不是以色列人的鄰舍！
在此，路加福音帶給我們不同的看法，我們看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在耶穌醫治的
許多病人中間，回來歸榮耀給上帝的，就只有撒馬利亞人。與耶穌在井旁談道的也是
撒馬利亞的婦人。今天的經文，我們看到救人、愛鄰舍的也是撒馬利亞人。難怪，耶
穌升天的時候，吩咐門徒去普天下傳福音，是從耶路撒冷、全猶太地到撒馬利亞。以
前以色列人和撒馬利亞人沒往來的律例，在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成為互愛的鄰舍。
今天是南神紀念主日，我常以美國長老教會牧師 Frederick Buechner 所說的呼召來
勉勵畢業生，他說：「上帝呼召你/妳，就是在你/妳生命最深情的喜悅(deep gladness)，
與世界最迫切的需要(deep hunger)交會之處(meet)」
，在那裡寫下愛我們鄰舍的故事。美
國出名脫口秀主持人，女性黑人 Oprah Winfrey，有一次受邀在史丹佛大學的畢業典禮
演講，她說：
「你若想要得到真正的快樂，你就必須擁有比你更偉大的理想，並跟這個
理想一起生活。」這個偉大的理想，其實很簡單，就是幫助別人。她說：
「你若曾承受
傷害，你就知道如何去幫助受傷害的人減輕傷害，你若曾承受痛苦，你就知道如何幫
助痛苦的人來減少痛苦，你若曾過得不好，你就知道如何來幫助現在過得不好的人，
可以過得更好。」她的結論就是，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今天，我們愛我們的鄰舍，
有一天，我們會成為鄰舍，讓別人來愛我們。
在神學院紀念主日禮拜，我要感謝大家，在過去協助神學院，成為神學院的好的
鄰舍，讓我們的宿舍有了冷氣、有了電梯、舊圖書館外觀拉皮、七位學生在國外進修、
新的黃彰輝紀念圖書館完工，這都是大家愛鄰舍神學院的表現。在此，誠摯地再邀請
大家成為神學院的鄰舍，關心我們，為我們奉獻。也期許我們每一年畢業的學生，帶
著他/她們生命中最深情的喜悅，到最需要他們的地方，無論山上或海邊，繼續寫精彩
的使徒行傳，愛鄰舍福音的故事。也許有一天，我們真能體會愛仇敵真的是不可能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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