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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舉行復活節讚美禮拜，請兄姊以喜樂的心
迎接主的復活，教會分送每人彩蛋一個(謝謝
周明顯、李慧娟夫婦提供)。
2. 復活節起主日禮拜阿們頌改回哈利路亞頌。
3. 松年團契今日禮拜愛餐後在 5 樓舉行 4 月份例
會，由胡美瑢長老主理-「旅遊分享」，請松年
兄姊踴躍參加。
4. 本週六(4/27)上午 10:00 在地下室舉行全教會
桌球聯誼賽，歡迎兄姊前來參加或觀賽，歡迎
以球會友，有獎品鼓勵。
5. 心靈饗宴本週六(4/27)下午 4:00-6:00 由張德
麟牧師主講-「馬偕的東方之旅」，歡迎兄姊邀
請人來參加。
6. 下主日(4/28)為大眾傳播奉獻主日，該會派王
榮昌牧師前來本會請安、講道。

◎肢體消息
1. 劉張芳惠姊妹的二兒子劉建良長老受選任為
馬偕紀念醫院第 20 任新任院長。恭喜。
2. 請為何南弟兄的病痛及長久行動不便者代禱。

◎教界消息
1. 第 64 屆總會通常年會本週二-五(4/23-26)在馬
偕醫院舉行。本會薛牧師及鍾牧師將參加。
2. 第 46 屆東北亞細亞教會宣教協議會於 6/1820(二-四)在本會召開，主題「教會與社區長者
之關顧」
，費用住宿 7,000 元，無住宿 3,000 元，
報名洽黃幹事。

主後 2019 年 4 月 21 日
上週
講道

謙和的王
馬可 11:8-10
鍾主亮牧師

一、 騎驢駒的君王
今天是棕樹主日，這是耶穌世上的事工的最高
潮，在今天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在這週裡，祂一步
一步走向十字架，完成祂救贖的計畫。馬可福音 11：
1-3｢1 耶穌和門徒快到耶路撒冷，來到伯法其和伯
大尼，在橄欖山那裏。耶穌打發兩個門徒，2 對他們
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一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
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
3

牽來。 若有人對你們說：
『為甚麼做這事？』你們
就說：
『主要用牠，但會立刻把牠牽回到這裏來。』」
四本福音書都記載了這件事，而馬可福音記述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事件，主要篇幅用在驢駒身上，
而不在棕樹枝身上，那隻驢駒的形象比棕樹枝的形
象更為突出。棕樹枝，是人們用來歡迎耶穌的，驢
駒，是耶穌自己選擇騎上的。
1、 耶穌就是那位謙和的君王
耶穌為甚麼找一隻驢駒來騎著走這段進入耶
路撒冷的路呢？耶穌以這樣的方式讓大家明白，祂
就是撒迦利亞書中所預言的，那位將要來臨的彌賽
亞。
撒迦利亞書 9：9｢錫安哪，應當大大喜樂；耶
路撒冷啊，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
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和地騎著驢，騎著
小驢，驢的駒子。」整段的重心都在講要來的那王
是以謙和的姿態來臨，而耶穌就是先知所預言要來
的彌賽亞。
2、 小驢駒的啟示
我常常讀到這個小驢駒的時候，我裏面實在是
有很深的感覺。在人看來，這個驢駒非常不起眼，
牠從來沒有給人使用過。也就是說，這個驢駒還沒
有經過訓練去作工，所以，牠還不能使用。但是只
因為主說：｢我要用牠」
，現在牠承擔一個很重的責
任，牠要背負著耶穌基督來成就救贖人類的計畫。
所以，一個被主用的人，並不在乎他本身原來有多
少，而在他能願不願意被主來使用。從小驢駒身上
看到一件事，如果主不使用，再多的才華也沒有用
處。如果主要使用，我們能交出的（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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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一點點，在主的手中就能成就大事。
一、 歡呼

教當時選擇用來載道的媒介有這樣的評論：「十九
世紀中葉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宣揚愛人如己的基督

7

馬可福音 11：7-10｢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 教與以兵艦做靠山的商業行為結了夥。因此，中國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8 有許多人把

人實在無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脅逼相提並論。在中

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上。

國人有一個很深的印象，認為如來佛是騎著白象到

9

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西

前呼後擁的人都喊著說：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
頌的！至高無上的，和散那！」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有許多

潮》」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沒有選擇雄赳赳的戰馬，卻
選擇騎上一匹小驢駒，在這裏我們看到的耶穌基督，

人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

一位滿有權威與神奇能力的君王，所使用的卻是給

上。對以色列人的歷史是有記憶的：

小孩子或哈比人騎乘的坐騎。除了要告訴群眾，祂

1、列王記下 9：13｢他們各人就急忙把自己的

就是先知撒迦利亞所預言的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之

衣服鋪在臺階的上層，在耶戶的下面；他們吹角，

外，也告訴大家，這位王所帶來的不是軍事強權、

說：「耶戶作王了！」

武力，而是謙謙和和的，是和平的，溫馴的。這兩

2、在公元前 176 年，敘利亞有一位安提阿哥

種形象奇特的並列，顯示出耶穌雖是君王，卻不符

（Antiocheius）皇帝，他醉心於希臘文化和生活，

合這世界對王權所定義的任何類別。祂結合了莊嚴

當他以武力征服整個巴勒斯垣，於是著手用武力強

權威與溫順柔和兩種形象。

迫以色列人接受希臘人的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

史上最偉大的講章之一，是愛德華滋在 1738 年

當時，若查出猶太人私藏一本律法書，或者替男童

時所講的，名為﹤基督的卓越﹥基督的門徒約翰在

施行割禮，便立刻處死，他弄污了聖殿的院庭，凡

啟示錄 5：5-6｢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

有崇拜耶和華的地方，便改為崇拜希臘太陽神的聖

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

所，並且在猶太人獻上燔祭的大祭壇上，放置豬肉

能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個印。6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

作祭；把聖殿的庭院改為妓院，舉凡一切行動措施

個活物，以及長老之中有羔羊站著，像是被殺的，

都存心剷除猶太人的宗教信仰。正當猶太人處於水

有七個角七隻眼睛，就是上帝的七靈，奉差遣往普

深火熱之際，猶大馬加比興起反抗，並在公元前 163

天下去的。」約翰被告知去看一頭獅子，可是站在

年驅走安提阿哥，潔淨並重獻聖殿，當馬加比勝利

寶座前的卻是一隻羔羊。愛德華滋看到這兩節經文

凱旋進入耶路撒冷時，沿途群眾拿著棕樹枝狹道歡

中有極大的衝突，獅子的外觀與吼聲顯現力量和王

迎他進城。嗣後並定此日為｢獻殿節」
，至今猶太人

權，獅子是一個掠食者。羔羊則以溫順和耐性見長，

仍然遵守紀念這個節期。

是被犧牲用來當作食物和衣服的。然而，在經文中

和散那（Hosanna）一字時常被人誤解作讚美，

我們卻看到獅子和羔羊的卓越完美的融合在耶穌

好像現在的哈利路亞！這字是希伯來文照字音拼

基督的身上。在耶穌身上，我們看見無限的王權卻

寫出來的，可以解作｢現在拯救！」是舊約中當時的

全然的謙卑，完美的公義卻有無窮恩典，絕對的統

子民，尋求他們的王給予幫助和保護而用的。故此

治卻仍極度順服，完全的自我獨立卻也全心倚靠仰

群眾向耶穌高呼和散那時，他們並不是讚美耶穌，

望上帝。

而是呼喊上帝能夠介入和拯救他們，因為彌賽亞已

三、 結論

經來臨了。

在棕樹主日的今天我們透過這段經文，看到耶

二、 謙和的君王

穌進入耶路撒冷祂的選擇，是騎著驢駒。弟兄姊妹

每年的棕樹主日，這段經文在講道時常常被運

們！在跟隨主耶穌的腳步進入耶路撒冷受難時，我

用，我在想如果耶穌不是騎著驢駒，以一種謙和君

我們的選擇會是甚麼？我們教會的選擇會是甚麼？

王的樣是進城，而是騎著戰馬，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騎馬？還是坐車？還是選擇只要加入那群歡唱｢和

在 1930-1945 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對於基督

散那！」的群眾就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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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

獻詩歌詞

～

1.聚集佇樓頂
耶穌知道祂之時到目前，就聚集學生佇樓頂。
佇祂行順服之路以前，祂對學生溫柔講明。
佇 圍磊用晚餐之時，祂就分享天父旨意。
今，佇遐 聚集佇樓頂，準備欲發生之事情。
「我所賜平安，不是出對世間，恁欲得快樂歡喜，永遠及我居起。」
今耶穌就給學生洗腳，親像替好朋友洗腳。「今當恁飲這杯吃這餅，著照我所講記念我。
彼此相愛，親像我愛恁，照我所行，相愛相親，恁著發光！
照光世間可顯明我大愛疼，愛疼。」
「我所賜恁之平安，不是出對世間，恁欲得快樂歡喜，永遠及我居起，同居起。」
耶穌知祂之時到目前，聚集學生佇樓頂。

2.客西馬尼之祈禱
父啊！我之父啊！請互此個杯離開我。父啊！喔！互此個杯離開我。
總是照祢，照祢旨意，不是照我，我所愛行，願祢之旨意得成。
父啊！喔！我之父啊！ 我之父啊！喔！我之父啊！請互此個杯離開我。
喔！我之父啊！請互此個杯離開我。總是照祢，照祢旨意，不是照我，
我行愛行，願祢之旨意得成。不是照我所愛行，祢之旨意得成。

3.基督復活！哈利路亞！
全世界眾人！著大聲稱讚！基督復活！基督復活！哈利路亞！
墳墓勝利佇何處？死之毒鈎佇何處？燦爛王袍今顯明，來看：
復活之大君王！基督復活！哈利路亞！祂今得著大勝利。今及大權能之主同在，
基督掌權萬世代！耶穌基督復活！哈利路亞！死亡受攻破，救贖愛疼較贏！
耶穌基督復活！哈利路亞！死亡受攻破，救贖愛疼較贏！
耶穌基督復活！哈利路亞！死亡受攻破，救贖愛疼較贏！
耶穌基督復活！哈利路亞！死亡受攻破，救贖愛疼較贏！
耶穌今復活！死之毒鈎佇何處？墳墓勝利佇何處？
復活大君王！撥開憂傷陰影，掃除大痛疼。來看主今復活，對墳墓復活。
耶穌今復活！死之毒鈎佇何處？墳墓勝利佇何處？復活大君王！
耶穌基督復活！復活大君王！耶穌基督復活！耶穌基督復活！哈利路亞！

4.尊貴之羊羔
穿公義之衫，榮光之袍，聖哉萬軍之耶和華。讚美及尊貴，榮光及權勢攏歸
互坐佇寶座之主。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權能及富有，氣力及智慧。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讚美尊榮直到永遠。直到永遠。
我聽見多多天使出聲， 圍磊佇主寶座。 之數額是千千萬萬，眾天使同聲讚美。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權能及富有氣力及智慧。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讚美尊榮直到永遠。獻主讚美尊榮直到永遠。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權能及富有氣力及智慧。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讚美尊榮直到永遠。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權能及富有氣力及智慧。
受刣之羊羔是合宜來得著讚美尊榮直到永遠！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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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聚會心得分享】

不只是查經的聚會
◎朱奕翰弟兄
「能參加這個聚會真的太棒了！」每次聚會結束
後總是這麼開心的碎唸著。當初匡睿提出這個想法的
時候，就覺得我一定要參加。因為大學在屏東的關係，
沒辦法常常回來做禮拜，離開主日學、少契、青契之後，
跟基石的也沒有很熟，好像就突然沒地方去了得感覺。
而在這個小團契的聚會會讓人一直想要來，雖然
是查經，但透過怡安及匡睿的帶領，讓整個查經的過程
變得相當有趣。除了分析文章中詞句的重複、譬喻、誇
飾等等的修辭，去探討聖經中想告訴我們的事情，再討
論這些狀況在我們現今的生活上是如何表現的，又該怎麼面對。條理式的分段章節，
個別講述討論文章內容及註解，讓對聖經內容不
熟悉的我也能很清楚得了解在說什麼。雖然是兩
種截然不同的查經方式，卻都讓我收穫滿滿，會
有一種「啊～原來是這樣啊！」或是「真的耶！
真的就是這樣！」，總之就是各種驚呼連連下結
束聚會。
在每次的查經結束後，大家都會各自分享最
近的生活動態，閒聊之間也可以了解到不同領域
的大小事，而且因為這個小團契讓大家相聚，更熟悉彼此，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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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

現代人的「復活需求」
【本報主筆】復活節將至，春暖花開，萬物復甦，搭配著剛過的清明，在對逝
者的思念與再相見的復活盼望中，提醒忙碌的現代人——要記得追尋生命的意義。
只是誰也沒料到，今年復活節最搶戲的，居然是令人大開眼界的政治人物。
與神同行 今年最夯政治奇觀
人間四月天，政治人物卻向全體百姓展現另類「復活需求」，看得民眾眼花撩
亂。最出人意表的，當然是曾說不選總統的賴院長復活，逼得民進黨中央在雙方各
有其理的情況下，只能讓黨內初選延後，此舉被視為民調落後的蔡總統力拼復活。
而重新回鍋復活的蘇貞昌院長，也在日前藉著調整金融高層的人事，證明自己不是
橡皮圖章。
國民黨也不遑多讓，去年勝選後，果然讓王金平與吳敦義等諸多沙場老將力圖
復；至於當紅炸子雞韓國瑜淡出政壇十餘年後鹹魚翻身，演出的同樣是復活大戲。
白色力量柯文哲驚險連任後，網路聲量下降，最近也趁著藍綠各自內訌，盤算如何
復活。
巧合的是，所有政治人物都不約而同選擇大甲媽祖遶境作為「與神同行」的復
活場域。今年的遶境堪稱歷年之最，九天八夜的行程走到政治人物出現各種傷勢依
然打死不退，這種「復活者聯盟」也成了台灣獨步全球的復活節政治奇觀。
由少到老 人生難解的謎
只不過，民調顯示，種種「復活需求」離社會大眾甚遠，一般人更迫切需要經
濟復活、教育復活、事業復活、健康復活，甚至很多人的婚姻關係、婆媳關係、與
親子關係都在垂死邊緣，極需復活。
兩千多年的耶穌復活，誠然改變了人類歷史，政治人物的復活如果也能像耶穌
一樣滿足老百姓諸多復活需求，人們當然引頸期盼；反之，大家當然意興闌珊。
復活意味著「逆轉勝」
，象徵勝過失敗，獲得最終成功。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人
生經驗，因為活著可真不容易。
我們從小到大都經歷過無數失敗，從嬰兒期就開始練習「跌倒了，爬起來」
，然
後掙扎於課業、困惑於愛情、奮戰於事業、無奈於家庭、衝突於兩代之間，最終，
嘆息於終老的歲月。
如果沒有耶穌的復活，人生還真是難解的謎。
(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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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核心價值是「捨己」
，這跟某些政治人物用各式話術包裝形
象，卻把自己置於一切之上是完全相反的。
「犧牲」是極度違反人性的逆向操作；但
卻也是每個基督徒一生的功課。
人生始於苦難，終於捨己。
出生的時候，我們哭；周遭的人都笑了。
我們含笑離開的時候；周遭的人都哭了。
這就是人生！
擁有復活盼望 才知為何而戰
要讓周遭的人動容而哭，一定是我們有很多付出與犧牲，這也是耶穌受難與復
活的啟示──人不能只想為自己活。
耶穌向我們示範：人生過程中所有的艱辛，難言的委屈，都在塑造一種超越勝
負的豁達，在起起伏伏的成敗循環中，我們體會到「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
「施比
受更為有福」
。一時的得意很快就煙消雲散，不必在意，難免的失意同樣不足掛齒，
轉眼即去；真正值得追尋的是「永恆的愛」。
早起的人們，熬夜的人員，背後都是因為有親密的家人。努力不懈的人知道活
著不能怕累、怕苦、怕痛、怕髒、怕輸…這些苦難都是過程，他們必須擁有復活的
盼望才知為何而戰，就如哥林多後書四章 17 節說：
「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
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在現代人琳瑯滿目的復活
需求中，我們必須從中體會，這
都是永恆在向我們招手，我們必
須自問：「哪一種復活才能給我
們真正的滿足？」只有真正相信
身體復活，才能實踐「愛是永不
止息」，眼前種種復活需求才有
真正的意義。
復活讓我們理解親人之間的相見，不是精神上的慰藉與想像，而是在未來時空
中會真實發生的經驗。有了這層盼望，生命因而美好。
祝福所有的讀者：復活節快樂！
（基督教論壇報 2019-04-18 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