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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7:7-9
7 「耶和華疼恁，揀恁，呣是因為恁的人額比
別國卡多，因為恁的人額是萬國中第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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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本會在昨日及今日於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舉行全教會靈修會，參加兄姊共有 128 人，求
主帶領一切平安順利。
2. 今日禮拜謝謝蔡三雄牧師前來本會講道。
3. 小會公告：
9/22 長執改選名單如下：
長老二名：王功亮(新任)、賴鴻緒
執事六名：倪振亞、程筱雯(新任)、
葉宏一(新任)、陳寶獅、楊明璋、劉兆宏
將於 10/13(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新任長執及新
年度各團契會長、校長(兒童、成人)、隊長就
任式。
4. 今日愛餐因全教會靈修會外出，暫停一次。
5. 下主日(10/6)為北區大專事工紀念主日，盧俊

主後 2019 年 9 月 29 日
上週
講道

上帝所揀選的人
哥林多前書 1:21-31

謝大衛牧師
聖經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難道我們是
因聰明才智，而被上帝揀選嗎？」並非如此。
蒙上帝呼召的人中，有智慧的人固然也有，但
上帝通常揀選及使用缺乏智慧的人。其次，上
帝不單疼愛及挑選有能力才幹的人，上帝會使
用降卑自己、降服於祂能力的人。再來，上帝
不看我們的家世或是否受人肯定。上帝與人的
觀點不同。外在的條件再好，仍然無法感動上
帝，因上帝看我們的內心。雖然穿著破舊，但
我們若謙卑、痛心悔改，存著上帝所喜悅的心，
上帝依然接納我們。

義牧師將前來講道請安。

即使愚拙的人，上帝會賜他智慧，因上帝的
關事工的兄姊長執留意，若有更動請儘早與辦 愚拙總比人的智慧要高。只要智慧源頭的上帝
在我們裡面，就能比有智慧的人更有能力。上
公室聯絡。
7. 主日禮拜插花服事已開始認領登記，邀請有興 帝揀選世上愚拙的人，賜他們智慧好成就大事，
以致讓人承認：「啊，這不是我做的，是我所
趣的兄姐向黃幹事報名。
信的上帝做的」，而將榮耀歸給上帝。假設有
8. 社宣組 10/19(六)下午 1:00-5:00 在本會地下
一人聰明絕頂，卻一再拒絕耶穌，他死後下了
室舉辦美國心臟協會 AHA 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
地獄受苦。另一人雖然愚笨，卻信了耶穌，後
費用 500 元，請向黃幹事報名。
來上天國，永遠與上帝同住。到底，誰才是智
9. 10-12 月新眼光讀經尚未領取者，請至招待桌
慧人呢？眼前的一切不代表最終的結局，直到
索取。
最後都要緊抓住上帝。我們信上帝，上帝就賜
◎肢體消息
我們智慧，無論面臨任何痛苦，祂仍使我們得
1. 胡忠仰長老女兒胡匡政(台中大肚教會陳建廷 勝。
牧師娘)於 9/24 得主賞賜一子，恭喜。
2. 請為曾智凱同學、李甘常長老的病痛，及長久
林前一 27-29：
「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
6. 第四季 10-12 月事工預定表夾於週報中，請相

行動不便者代禱。

◎教界消息
1. 新民教會今日下午 3:30 舉行吳聖德傳道師封
牧暨就任第四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新莊教會 10/6(日)下午 3:30 舉行林丞鈞牧
師、呂秉芳傳道師封牧師暨就任牧師授職感
恩禮拜。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
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
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
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上帝不讓任何人自誇。歌利亞是身形高壯的將
軍，站出來抵擋歌利亞的大衛卻是十五、六歲
的少年牧童。以色列王掃羅和他的軍隊，只要
（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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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歌利亞一出現就魂飛魄散。然而，大衛抬頭挺
胸說：「怎麼會害怕這樣的人呢？上帝既然與
我們同在，還害怕什麼呢？」接著他對非利士
人說：「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戟；我
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
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上帝。」請不要輕視
看似軟弱的人，若他裡面有上帝，就是強壯的
人。上帝藉由軟弱的人顯明祂自己，好叫強壯
的羞愧。
保羅是最高學府迦瑪列的門生，是法利賽
人中的法利賽人，是非常熱心的青年。他很優
秀，但上帝無法直接使用他。在他前往大馬色
的途上上帝向他顯現，使他仆倒在地，眼睛看
不見，後來醫治了他。之後，上帝把一根刺加
在他身上，雖然他曾三次禱告求上帝叫這刺離
開他，卻沒蒙應允。上帝告訴他：「我的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
我們軟弱時會倚靠上帝，但剛強時就不會
倚靠上帝。吃得好、穿得好、過得好，精力充
沛，萬事亨通，就不會禱告。人若貧窮、飢餓、
軟弱、生病，即使要他不要禱告，他也會拼命
禱告。我們要向上帝呼求禱告，上帝才會賜恩
給我們。當我們在生活中禱告、倚靠上帝，上
帝就會與我們同在。
別以為自己什麼都行、什麼都可以做到，這
是很大的誤會。我們的老我要死，上帝才能活
在我們裡面。保羅在加二 20 說：「我已經與基
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裡面活著。」上帝重重擊打保羅，使他
變得軟弱，再來使用他。基督徒為什麼能剛強
壯膽？我們要明白自己的身分。林前一 30：
「但
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祂
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我們
相信耶穌為救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上
帝呼召我們，使我們進入耶穌裡。

主後 2019 年 9 月 29 日

為了讓我們這些沒有智慧的人在世上有智
慧，上帝差遣耶穌，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雖
然我們沒有智慧，當我們呼求和倚靠耶穌基督
的名時，祂會成為我們的智慧。耶穌有全宇宙
的智慧和知識，我們因智慧的耶穌在我們裡面，
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弗一 8：「這恩典是上帝用
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耶穌成為我們的公義與聖潔。沒有人靠自
己成為公義，羅三 23-24：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虧缺了上帝的榮耀；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
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因為耶穌
在十字架上替我們還清一生的罪債，所以我們
因著耶穌能成為無罪的人。耶穌在十字架上一
次便洗淨我們的污穢，所以我們只要呼求主名，
就能得到潔淨，成為聖潔。林前六 11：「但如
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籍著我們上帝的
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因耶穌的寶
血和聖靈，我們都成為聖潔，在上帝面前不再
污穢，得到潔淨。
耶穌成為我們的救贖。羅五 9：「現在我們
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要籍著祂免去上帝的
忿怒。」耶穌就是我們的救贖，我們不用四處
尋找救恩，因耶穌就是救贖；所以，只要接受
耶穌為救主，就能得救。
我們本乎上帝，住在耶穌裡面。我們在萬世
前被上帝揀選，上帝讓我們進入耶穌裡，耶穌
在我們裡面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和救
贖。我們最好把過去、現在、未來都交給耶穌，
過著充滿喜樂和盼望的生活。耶穌拯救像我們
這麼卑賤的罪人，所以只要感謝讚美祂就好。
請不要因為自己軟弱、卑賤、受藐視、貧窮而
歎息，這些都是短暫的。我們有耶穌，所以不
是卑賤的人，是公義、聖潔、得救、有智慧的
人。我們有耶穌，雖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被打倒，卻不至死亡。
在耶穌基督裡的恩典是何等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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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2019 年 9 月 29 日

意外的幸福―我看《幸福綠皮書》
◎陳致綸弟兄
一個意外遺忘的中秋，一次意外驚喜的回家。忘了禮拜五放假，本來沒打算要回家，
多虧有東海的朋友提醒，才讓我踏上歸途。意外看到的阿
公阿嬤，意外參與到的烤肉，意外得到的休息，以及意外
獲得的驚喜。這次回來，青契正好是看電影，反正是要聚
會，總之就看吧，然而看完後卻是無比驚艷而動人萬分。
《幸福綠皮書》
（Green book）
，一部以黑人鋼琴演奏
家雪利，以及義大利裔司機兼保鏢東尼的故事。

Colorful
這部電影最先碰觸到的議題相當明顯，便是在二十
世紀中葉，乃至於現下仍時有所聞的種族歧視。明明是赫
赫有名的鋼琴家唐納．雪利，卻因為他黑人的身份，在巡
演的過程中處處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不論是在酒吧裡被
白人欺負，在路途中被巡邏員警針對、刁難，要治裝得要先結帳才能試穿、修改，要上
廁所不能使用室內乾淨的廁所，甚至連要吃頓飯也被要求不能與白人同桌共食。
原先自詡為白種人而瞧不起雪利的東尼，也在雪利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後仍堅持著完
成自己的理想，開始反思所謂膚色於人的意義，是否是那麼絕對？難道一定要符合哪些
條件才能被當成「人」來看待？甚至連東尼自身也不全然是個美國人眼中的白人，而因
著他義大利裔的身份而被視為「半個黑鬼」
。相比東尼受到一句「半個黑鬼」的刺激，雪
利卻是優雅、淡然的面對這一切，不以暴力為自己討公道，而是在受到欺侮時選擇保有
自尊。
以和為貴往往是東方人高舉的信念，但當這般不公不義的事一再發生，這般忍讓真
的是最好的方法嗎？抑或只是讓衝突不在當下引爆？難道保有尊嚴跟公平正義是沒有
辦法取得平衡的嗎？
Who am I？
雪利選擇保有自尊而不正面衝突，看似是深思熟慮之後的產物，然而背後卻是對於
（下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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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Who am I？
雪利選擇保有自尊而不正面衝突，看似是深思熟慮之後的產物，然而背後卻是對於
自我認同的矛盾。自小跟著媽媽學琴，得到較好的教育機會，使他雖然有著黑色的皮膚，
卻有著不同於其他黑人的氣質，然而也使得他沒有辦法融入黑人社群當中。又因為他這
身與生俱來的黑色皮膚，同時不被白人社群接納，即便他四處為白人演奏音樂，也不過
是為了滿足白人階級對於身份地位的虛榮，而不是真正接納他與他的音樂。再加上他不
同於常人的性傾向，更讓他在各方面都難以向人敞開，只得獨自一人任憑黃湯下肚，品
嚐這複雜、苦澀卻又莫可奈何的滋味。
既不夠黑人，又不是白人，甚至不夠男人。一切否定的標籤都硬生生貼在唐納．雪
利的頭上，那麼他到底是誰？他到底是什麼？這樣的處境讓我想到在台灣同樣也有這樣
的一群人。出生在都市的原住民，因著膚色或是口音，不被漢族視為一家；回到部落卻
又因著語言及習慣，不被部落接納，宛若失根的水草在台灣多元民族的大河裡飄著、浮
著，沒有安然棲身的居所，佚失了活在世上的價值。而這卻也不是唯一的例子。
鋼琴上的威士忌
追尋活著的價值，是許多人終其一生所欲探尋的。認同極為矛盾的雪利藉由音樂，
讓他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卻又因為與生俱來的身份，使的他必須得放棄他熱愛的古典
樂，被唱片公司塑造成「鋼琴上放著威士忌」的流行歌手。但他不屈於如此，他甚至希
望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在幾乎被白人盤據
的古典樂壇，進而組成三重奏，巡迴各地
演出。但終究是不敵當時強烈而保守的社
會風氣，終究無法脫離黑人身份的枷鎖。
但他卻在一個黑人社群當中，藉由貼
近工農階級的音樂，獲得了他所追尋的意
義與價值。縱使酒吧裡的鋼琴上放著一杯威士忌，但他不在逃避這象徵著身份階級的威
士忌，用這部鋼琴彈著他自己喜歡的音樂，彈著眾人喜歡的音樂——彈著屬於自己價值
的音樂。這杯鋼琴上的威士忌，不再是束縛住他的苦杯，而成為將他解放出來的甘泉。
喜劇收場是電影非常喜愛使用的手法，尤其這部電影所乘載的議題如此沉重。這世
界充斥著偏見及歧視，即便到了資訊發達、社會進步的現在，仍不時在發生。這部片不
僅僅讓我們看見社會上曾經發生、現在可能仍在發生的不公不義，同時也讓我們看見在
這樣的處境下，堅毅不拔而有尊嚴、有價值的站立著的生命。在這社會極其多元的當下，
我們更應該寬容的看待每個與我們不同的生命，並接納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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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住輕微失智者
興起「友善教會」助失智者找到生命價值
【記者李容珍台北報導】
「我失智，是否代表我整個人就廢了？」台灣失智症協
會秘書長湯麗玉八月 27 日在雙連長老教會舉辦的「我失智，你在嗎？認識失智症
及教會關懷事工預備講座」中指出，一般人認為失智症患者是不太會講話，甚麼都
不會，或看起來傻傻的，
但我們需要改變觀念，特
別佔大多數的極輕度（39
％）和輕度（35％）的失
智患者，能夠參與文化生
活、休閒、娛樂和體育活
動，仍享有人權和基本自
由，甚至能倡議失智症人
權和提出相關政策的建
議。

失智者人權

輕微失智也能參與政策意見

她強調，這些極輕度和輕度的失智症患者，也是極需要幫助的一群。
本身也擔任世界失智症理事會理事、行政院長照推動小組委員、中華民國家庭
照顧者關懷協會理事的湯麗玉，於會中分享「我失智，我是人－失智者人權」專題
時指出，世界衛生組織提出 2017-2025 年全球失智症行動計畫，該計畫的基本原則
第一個就是「失智者的人權」
。國際失智症聯盟 4000 多位會員，全都是失智症患者，
他們在國際間倡議人權，甚至在國際研討會中分享他們的心聲。
台灣政府提出「2018-2025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也強調
「重視失智症人權議題」
，願景為「打造一個能預防失智症的友善社會，並確保失智
者及其照顧者的生活品質，使其獲得所需的照護與支持，有尊嚴、能自主及平等地
發揮他們的潛能」。

基督徒醫師：自己罹患失智是「恩典」
湯麗玉指出，教會可以透過舉辦一些活動，邀請失智症患者參加，幫助他們的
潛力能發揮出來，可能以前不太會唱歌，現在會唱歌；以前不會畫畫，現在會畫畫。
因為以前他們比較ㄍ一ㄥ，在罹患失智症後，過去不會的事現在有機會發揮出來。
若要保持失智症患者在輕度和極輕度不會太快退化，就需要讓他們在這階段被
（下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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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住，儘量帶他們參加活動、多與他們聊天談話、帶他們出來唱歌，即使他們
唱歌唱錯也沒關係。
過去失智症患者會覺得很丟臉，不敢站出來，但她透過一段感人的影片，介紹
一位罹患阿茲海默症的虔誠基督徒家庭醫師的告白影片。這位醫師提到，自己罹患
失智症是個「恩典」
，是上帝給的禮物，好讓自己可以從失智症患者角度和大家分享
失智是怎麼情況，包括會有幻覺，找不到自己的家，去超市有困難，以及他們需要
的幫助……等。短片經由這位醫師的兒子協助拍攝，放在網路上分享，也幫助大家
了解和接納失智症患者。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提到「障礙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
，為何失智症患者與
社會隔離？湯麗玉認為，是因一般會認為他們走出去會很丟臉。公約第一條目的，
是促進、保護與確保障礙者，充分與平等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並且促進其固有尊
嚴受到尊重。障礙者包含有長期生理、精神、心智或感官損傷，在與各種互動下，
阻礙其「在與他人平等基礎下，充分且有效參與社會」。
湯麗玉強調，輕微的失智症患者也能倡議台灣國家失智政策，出席衛福部失智
者綱領諮詢會議，以及參與各縣市失智症行動會議，表達他們的意見。另外，還包
括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的失智法律諮詢服務、失智財務安全小組的成立、財務損失
調查和友善銀行……等。

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教會如何幫助失智者有人權？現在全台有 400 多個失智症據點，提供失智者及
支持家屬服務，也期望教會能成為「失智症友善教會」
。湯麗玉表示，教會應提供友
善的環境，讓失智症患者不會只待在家裡，甚至因此想不開走絕路。一般人會認為，
這些患者參加教會活動很不方便，也擔心會吵、走失或干擾到別人；或擔心會友投
以異樣眼光，造成誤解以至於讓患者和家屬感到受傷。
但耶穌對障礙者的觀點為何？她引用約翰福音九章 1-3 節提到：「是要在他身
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湯麗玉提到，教會可以辦相關的講座、家屬的照顧訓練、培訓同工。她表示，
教會可以幫助失智症的信徒找到新的定位，並幫助他們安全地生活在教會中，讓他
們在教會覺得安心、自在、有盼望，並且被關心、被愛和支持，知道能參與對他們
有意義的教會活動，知道他們對教會是有貢獻，最重要的是「生命是有價值的」！
(基督教論壇報 2019.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