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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上帝的話․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我的疼痛求主助，疼祢贏過此世間；

․恭聽上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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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歡迎：大家來參加禮拜，第一次來參加禮拜
的貴賓，麻煩您留下您的大名與聯絡方式，
在禮拜後並請留下來與大家交誼請安。
2. 復活節快樂：今日我們一起慶祝今年的復活
節，感謝聖歌隊以「加略山的愛」復活節清
唱曲，來帶領我們思考上帝對世人的愛，並
慶祝基督戰勝罪惡與死亡得勝的日子，謝謝
聖歌隊最近這段時間加班練唱的辛苦。也感
謝周明顯夫婦為我們準備並奉獻代表生命
的復活節彩蛋。
3. 停車問題：台電在特殊節日給予我們在南昌
路停車的方便，但一年僅有 4 次。我們 4/19
將再與台電委外經營的停車場業者磋商，是
否可在週日固定時段，租下幾個車位供弟兄
姐妹使用。所以主日來禮拜有停車需要的兄
姐，請在招待櫃台登記您的大名，或打電話
讓辦公室知道，好讓我們知道大略需要的停
車位數。
4. 幼兒園董事會：下週日(4/24)第二場禮拜後
召開，請董事們準備心參會。
5. 讀經默想運動：感謝傳道組的安排，一些志
工每天辛苦的撰寫文稿、錄製影音，我們列

主後 2022 年 4 月 17 日

◎肢體關懷
1. 告別禮拜：我們所敬愛的陳美爵姐妹於 4/6
安息主懷，享年 73 歲，告別禮拜已安排在本
週四(4/21)下午 1 點於板橋殯儀館的明孝廳
舉行，請兄姐特別為遺族代禱，求主安慰扶
持。

◎教界消息
1. 總會通常年會：第 67 屆 4/19、20 在台南長
榮飯店舉行，鍾牧師將前往參會。
2. 盡程退休：恭喜羅龍斌牧師盡程退休，感恩禮
拜於下週日(4/24)下午 3 點在李春生教會（大
同區貴德街 44 號）舉行，歡迎兄姐前往觀禮。
恭喜莊德璋牧師也將於 4/24 上午 11 點在南
投竹山教會舉行盡程退休感恩禮拜，願主祝
福。

◎代禱事項
1. 慶祝復活節，讓我們為尚未體會並接受上帝
在「加略山所顯示的愛」之世人禱告。
2. 台灣武漢肺炎確診的人數激增，請為指揮中
心新的防疫措施能有效控制疫情禱告。
3. 請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與各地方教會禱
告。

王記上、列王記下的讀經運動將於本週三

◎本週金句

4/13 告一段落，謝謝兄姐的參與，並有一些

（台漢聖經）

兄姐每天回應他們當天的讀經心得。傳道組

總是今基督已經對死人中復活，做諸個啲睏

會安排下一梯次的讀經默想活動，敬請期待。

的頭一個復活的。因為既然對一人才有死，

◎團契消息
1. 松年團契：四月份的例會與 4/22(五)松年部

也對一人才有死人的復活

（哥林多前書

15：20-21）

舉辦的「復活節感恩禮拜」因疫情關係都將暫 （和修本聖經）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
停聚會，請松年的兄姐注意。
2. 婦女團契：
「北部大會女宣道會百週年感恩禮
拜暨母親節慶祝會」，照原定計畫將於 5/7
（六）上午 9:30 在艋舺教會舉行，欲參加的
姐妹請向陳秀玲會長報名。

人初熟的果子。既然死是因一人而來，死人
復活也因一人而來。
（哥林多前書 1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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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腳

約翰 13:1-17

張宣信牧師

洗腳，現代較文雅的說法是足浴。洗澡時我們自己會洗腳，可能也曾接受別人為我洗
腳的服務，但為他人洗腳？我想除了為自己至親的人，或專業人士職業上的服務外，我們
可能很少有這種經驗－為人洗腳。耶穌所處的時代與地區「洗腳」是人們每天必須經常做
的一個舉動，當時社會有奴僕來為客人洗腳更是富有人家、社會地位的表徵。而為人洗腳
則是低賤奴隸的責任與工作。
我們知道新約有四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這四個門徒用四個角度來描述
他們所認識的耶穌。其中馬太、馬可和路加，我們稱為共觀福音（Synoptic Gospels）因
這三本福音書的內容、敘事安排、語言和句子結構皆很相似，而它們又以近似的順序、措
辭記述了許多相同的故事，所以可以一起對照著來讀。約翰福音卻是四福音書中最晚寫成
的，他未重複共觀福音所敘述過的許多事，卻常將耶穌所說的話加以擴大解明。其文體淺
顯但意義深邃，在逾越節晚餐時，主為門徒洗腳乃約翰獨有記載，為什麼？
如果我們稍微研究一下約翰福音書的架構，就很容易發現這是一個失衡的編排，在約
翰福音共 21 章中，只有 12 章在描述耶穌三年的公眾生活與教訓， 13 章描寫在逾越節，
主為門徒洗腳並設立聖餐，14~16 章是專給門徒的離別感言；17 章是祂為門徒一個很長
的禱告－我們稱為大祭司的禱告；18~21 章是祂的受難、死與復活；所以我們注意到整本
約翰福音竟有 3/7 集中在細說最後那幾天的事。所以 13:1 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語「逾越節
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
(約翰 13:1) 既然愛⋯就愛到底？是什麼意思？三年來在許多方面，耶穌已經表現出祂對門
徒深厚的愛，在知道祂僅剩很少的時間，祂必須表現出對世人更激烈的愛，所以祂有什麼
具體的行動來表現出祂愛我們到底？耶穌我們看見在最後的晚餐上，主以兩個行動來詮釋
祂的「愛到底」，就是設立聖餐與替門徒洗腳來顯明祂的愛。
在復活節前的星期四，教會曆上被稱為濯足節（Maundy Thursday ，這是從拉丁文
Mandatum: Washing of the Feet 而來）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被改革宗基督教長期忽略
的節日。耶穌說：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為要你們照著我為你們所做的去做。（約 13：15）
主耶穌是希望在祂親自為門徒洗腳的示範與教訓下，基督徒也能秉持這精神來為人服務。
天主教會、東正教會在這一天都有禮拜活動，並要實行濯足禮－即禮儀性地為 12 個人洗
腳。這幾年教宗方濟各皆到監獄主持濯足禮。在這社會上被視為有權位的人，透過為卑微
的人洗腳，來效法耶穌，提醒自己務必要謙卑的服侍他人。
耶穌為何在只剩幾個小時能與門徒相聚的寶貴時光，來做為門徒們洗腳這動作？我想
有三點：A.路加 22:24 記載「門徒中間也起了爭論：他們中哪一個可算為大。」門徒們常
常在做春秋大夢，爭論到底誰是最偉大的。B.因耶穌知道祂沒剩多少時間可以教導他們謙
卑服事的功課，祂必須做一個令他們印象深刻的舉動。C.祂刻意顯示就是出賣祂的人，耶
穌仍然愛他，主不但願意赦免他的罪，還願意替他洗腳。約翰 13:11 特別記載：耶穌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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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出賣他的是誰，因此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明知道背叛出賣祂的猶大也在座，祂仍
彎下腰來替祂洗腳。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年老的約翰回憶起那個晚上所發生的事時，他似乎沉溺在滿滿的
回憶中，他具體而微的描繪耶穌的每一動作：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的腳，並用束腰的手巾擦乾。
（約 13：4～5）在他的回憶
中，當晚耶穌的每一舉動近乎是神聖的、儀式性的，與祂設立聖餐時雷同，皆深具意義。
在耶穌為 12 個門徒洗腳的進行中出現一個意外的插曲「彼得拒絕被洗」約翰記載說：到
了西門‧彼得跟前，彼得對他說：
「主啊，祢洗我的腳嗎？」耶穌回答他說：
「我所做的，你
現在不知道，但以後會明白。」彼得對他說：
「你絕對不可以洗我的腳！」耶穌回答他：
「我
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了。」西門‧彼得對他說：「主啊，不僅是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
洗！」(約翰 13:6～9)彼得為何會拒絕耶穌的洗？也許彼得認為那有老師來為學生洗腳的
道理？他直來直往的性格，讓他深覺不妥！因自覺深深的不配，而婉拒耶穌為他洗腳，服
事他的好意。然而恩典的定義不就是我們完全不配得，完全不值得上帝如此的愛，但懷著
感恩心來坦然接受，就是人回應上帝恩典的最佳態度。
對於彼得的婉拒，耶穌回答他：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份了。」耶穌的這句話有一
語雙關的意義，有一首福音詩歌「你曾否在羔羊血洗清潔？」ARE YOU WASHED IN THE
BLOOD？我們被罪惡所污染的生命，需要也唯有藉由耶穌基督的寶血才能得潔淨，也才
能與創造的主宰恢復和好的關係。耶穌說：
「凡洗過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腳一洗，全
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約翰 13:10) 我們憑信心接受耶穌救
恩的人，已蒙主寶血洗淨，如同已洗過澡已經潔淨的人，但我們的腳仍需時常清洗，因我
們的腳（行為與心思意念）最易沾染污穢罪惡－這也是主耶穌對今天基督徒的提醒！
在逾越節的晚餐，主耶穌把握最後教育的機會，祂要如何讓門徒了解上帝為救贖世人，
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耶穌設立了「聖餐」，表明人若要與神立新約必須藉由耶穌的犧牲。
共觀福音書就著重在「聖餐」的設立。約翰則特別著墨於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描繪上，主耶
穌願意彎下腰來為社會視為卑賤的人洗腳，作為在基督裡新造的人的我們，因此也願意與
人立謙卑服事他人的新約。
在主為門徒洗腳這件事上，約翰了看見耶穌離開天上寶座，脫去尊貴的身份，取奴僕
的形象，提巾自己縖，倒水佇盤裡，以自己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這種愛，所以他在約翰
壹書 3:16 說：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保羅也
看見了：
「祂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
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曾經婉拒耶穌為他洗腳的彼得也看見了，所以他說「你們大家都要以謙卑當衣服
穿上，彼此順服，因為「上帝抵擋驕傲的人，但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謙卑服
在上帝大能的手下，這樣，到了適當的時候，祂必使你們升高。」(彼前 5:5～6) 今天，在
耶穌為門徒洗腳這事上，你看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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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好牧人】

我們還需要「猛獅」
、「壯獅」嗎？
◎林鴻信（基督教研究智庫理事長）
「我們急切需要青年神學人！」此話一出，恐將引來許多反對意見，甚至回應說：
「嘴
上無毛，辦事不牢，畢竟薑還是老的辣！」
青年神學人震撼僵化體制
丹麥神學家齊克果在世上僅僅 42 年，而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39 歲就殉道，兩位都以短
短的一生投入真理的實踐。他們在不同處境下，分別呈現青年神學人的朝氣，把生命吹入
沉悶窒息的教會氛圍，震撼了陳腐的照本宣科與僵化體制。
潘霍華對「廉價恩典」的批判以及對「重價恩典」的呼籲，引起了深刻共鳴：
「廉價恩
典」空談恩典，不只輕易地認可現實中的一切，而且為世界價值觀背書：
「重價恩典」重視
恩典，主張全心悔改而跟隨基督，以寸土不讓來回應到處可見的媚俗退讓。
齊克果追求成為一個真基督徒，他反對國家教會藉由體制，逕自宣稱所有體制內的人
都是基督徒。他始終堅決主張成為真實的個體基督徒，以個體之真實對抗團體之虛偽。
這兩位都給當時的教會帶來清新無比的空氣與煥然一新的氣象，如今，我們還能期待
有這樣的青年神學人嗎？
宣教熱情淹沒一切礁石
德國改革宗神學家莫特曼從西方人的角度觀察，看見華人文化是一個敬老的文化，然
而基督教的彌賽亞卻是以嬰孩形像出現，其實兩者之間的張力恐怕比莫特曼所察覺的還要
巨大！華人教會講究論資排輩，往往漠視年輕世代的衝勁與創意，反映一種頻頻回首與沉
浸回憶的氣氛，卻往往讓人無法看見未來與盼望。
馬偕 28 歲來到淡水宣揚福音，當時他在長輩眼中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從
他表達海外宣教的意願那一天開始，就不斷地面對各種冷嘲熱諷以及冷漠無情；有人語帶
威脅提醒他，一旦他進入異教徒世界，不到四年就會因寂寞難熬而撐不下去。然而，青年
馬偕卻在台灣宣教四年後回應：
「自從踏上這異教地區岸上，我不曾有過寂寞的一刻。」除
了耶穌基督同在的應許之外，也是年輕生命具有飛揚奮發力量的展現！
當馬偕面對在各地宣揚得救的好消息，卻四處碰壁時，身邊有人說：「這是多麼令人
氣餒啊！」他卻回答：「誰說這是令人氣餒的經驗，我不這樣認為，也從來不曾因而氣
餒。……在台灣服事的 23 年裡，我沒有看到任何令人氣餒的
事。」這種場景對我們而言一點也不陌生：蒼老的聲音不斷地
提醒處處礁石而有觸礁的危險，年輕生命的熱情卻如大水高
漲，輕易地淹沒一切礁石而化險為夷。
《箴言》智慧地拆穿各種藉口，懶人說：
「外頭有獅子；我
在街上就必被殺。」
（箴言廿二章 13 節）其實不過是懶得出門，卻以外頭有獅子來嚇自己，
也恐嚇別人。懶人又說：
「道上有猛獅，街上有壯獅。」
（箴言廿六章 13 節）
「猛獅」
、
「壯
獅」全是幻影，用來給自己的沒有作為合理化──全都是「猛獅」、「壯獅」害的。
請問，今日教會裡經常流傳的「猛獅」
、
「壯獅」是什麼呢？而在「猛獅」
、
「壯獅」假
面具之下的真相又是什麼呢？ (摘自：基督教論壇報 2022-4-15 網路版【睿智雞精特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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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

獻詩歌詞

～

1.和散那歸君主（Words /Music by Lloyd Larson）
眾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
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
耶路撒冷，恁著注目上帝息時所講。
石盤著出聲，眾人著哄喝：「祂是奉主聖名之來王！」
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和散那歸萬王之王，奉主聖名來之君王！
無限榮光及讚美，攏歸救主人君，和散那歌聲響亮，出對細子嘴唇。
大衛王家之後裔，以色列之人君，奉父聖名降世，君王應受敬尊！
佇主受難之以前，𪜶啲讚美無停；主今佇天受尊崇，阮欲吟詩敬奉。
你曾接納𪜶讚美，今接納阮唱和，今阮歡喜佇主面前，
讚美君王無停！和散那主做王！

２. 因為祢為阮擘破之餅（男聲二重唱）
（Words:Louis F. Benson/Music Lloyd Larson）
因為祢為阮擘破之餅，祢為阮斟滿之杯；因為所講活命之話，今阮感謝祢主啊！
此個約顯明祢疼阮，得祢平安到永遠；因為祢屬天之呼召，阮奉獻一生主啊！
阮服事主求祢保護，惦佇阮心內眷顧；佇世間差阮傳福音，主願祢之國降臨！
因祢為阮擘破之間，祢為阮斟滿之杯；因祢所講活命之話，今阮感謝祢主啊！
此個約獻明祢疼阮，祢為阮斟滿之杯；因祢所講活命之話，得祢平安到永遠；
因為祢屬天的呼召，阮奉獻一生主啊！因為祢屬天的呼召，阮奉獻一生主啊！

３.黑暗之客西馬尼園（Words by James Montgomery/Music by Jay Rouse）
到佇黑暗客西馬尼。恁感受迷惑交纏；看見救主心苦楚；儆醒體會祂艱苦；
通閃避主痛苦；學主款式來祈禱。隨祂到審判法庭；看見佇遐受判刑；
充滿傷跡及苦情！主之心忍受逆境！無嫌艱苦與失落；主背十架咱著學。
爬到哀傷加略山；佇主腳前尊祂聖名，確信神蹟行佇遐，上帝犧牲功勞成：
「事明白啦!」聽主喝聲；基督為咱死佇遐。到佇黑暗客西馬尼。

４.喔！愛，極深極高極闊（Words/Music by Lloyd Larson）
喔！愛，極深，極高，極闊，互上帝降世獻性命；
祂閣成做人之款式：上帝之子至聖之愛！
基督擔當咱之罪過；憂傷之人子至聖名！
祂受鞭打咱得醫治，祂流寶血咱得清氣！
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我欲讚美主無息；
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救主實在真愛我。
喔！愛，極深，極高，極闊，上帝羊羔受釘拋命。
十字架頂祂為我死；為我受苦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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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我欲讚美主無息；
何等美妙，何等奧妙救主實在真愛我。
喔！主耶穌深深愛我，白白賞賜，無限廣闊。
喔！愛，極深，極高，極闊，上帝之子，至聖之愛！

５.近倚十架（Words by Fanny J. Crosby）
耶穌，互我倚十架；遐有寶貝活泉，賞賜人醫治寶血，是流對加略山。
十字架，十字架，榮光直到萬世，直到我受贖心靈安息佇主胸前。
心驚惶，就近十架，主愛疼充滿我；佇遐啓明星燦爛主真光包圍我。
近倚十架主羔羊，助我常倚靠你；助我逐日行天路，閣用十架保庇。
儆醒等候十架前，盼望，確信無停，直到鋪金之天境，安息佇主面前。
十字架，榮光直到萬世，直到我受贖心靈安在佇主胸前。

6.今日復活！（Words/Music by Lloyd Larson）
耶穌基督今日復活，來吟凱旋榮耀之歌！
受苦流血之主已經對死復活。著讚美祂聖名！
耶穌基督今日復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來吟凱旋榮耀之歌！
受苦流血之主已對死復活。
著讚美祂聖名！耶穌基督今日復活！吟聖歌讚美尊榮，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基督天頂君王，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十字架頂為咱死，受苦拯救眾百姓。
主復活互我可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來吟凱旋榮耀之歌！
受苦流血之主已經對死復活。著讚美祂聖名！耶穌基督今日復活！
咱著讚美父上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讚美祂疼到萬世，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天軍讚美祂無盡，聖父聖子與聖神。
主復活互我可活，耶穌基督今日復活！今日復活！

7.永活主宰（Words/Music by Lloyd Larson）
受釘雙手神聖之疼！喔 憐憫充滿我。
受釘佇十架頂救主犧牲。
流寶血擔當罪今成做上帝羊羔，
做人子和平仁君，永活主宰，為我罪過祂來受害，
喔 復活之救主， 聖羊羔，永活主宰！
大祭司 付代價犧牲做活祭；
今我之名刻佇主之雙手，
我今因主聖名 永遠自由，上帝羊羔做人子，
和平仁君永活主宰，為我罪過祂來受害，
喔 復活之救主，聖羊羔！上帝羊羔做人子，
和平仁君永活主宰，為我罪過祂來受害，
喔復活之救主，聖羊羔永活主宰！祂是永活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