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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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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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6/2)禮拜中恭守聖餐，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謝理明、許明暉、王文良、劉美緻、卓孟佑。
捧杯：楊凱成、廖寶蓮、卓啓煌、何中亨、洪添裕。
華語禮拜–捧餅：王文良，捧杯：廖寶蓮。
2. ★今年緬甸海外事工關懷團已於 5 月 22 日平安回台中，此次共關心東尼學生中心
（傳道師和 53 位學生）、以便以謝柳原孤兒院及彩虹屋幼兒工作。
3. ★2018 年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請至辦公室領取。
4. ★本會耿明德牧師於 5 月 27(一)~31 日(五)休假。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1. 本日(5/26)成人主日學第一堂禮拜後在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詩篇 67 篇。
2. 本日禮拜後 10:40 於 2 樓 A 教室召開主日學教員會，請同工、少契一同參與。
3. 「柳原暑期兒童營–愛，分享」，時間：7 月 1 日(一)~5 日(五)17:30~21:15，
費用：600 元（全勤者退 300 元），對象：大班升小一至小六升國一。
班別：A.粘土班 B.太鼓班 C.舞蹈班 D.桌球班 E.折氣球班。
報名請洽教會網站或辦公室。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 誠摯邀請姐妹們的加入，有知性分享、創意 DIY、預防保健、見證分享、靈修之旅…
婦女團契：每月第三主日 10:30~11:30
頌聲合唱團：禮拜後練歌 10:20~10:40，於第三主日獻詩。
2. 頌聲合唱團 5 月 26 日(日)禮拜後練歌 10:20~10:40。
三、社青團契（會長：周芝韻姐妹）
社青團契要聚會了！
時間：5 月 26 日(日)下午 1 時開始。主題：
「Agapas vs Phileo」
，
經文：羅馬書 1 章 16-20 節，題目：甚麼是「你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事？」
四、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年團契 6 月 9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林政義長老信息分享，會後並舉
辦 5 月份及 6 月份慶生會。5 月份壽星：吳雀、黃金鈺、楊育真、何中亨，
6 月份壽星：朱昌美、陳蘇季珠，祝壽星們生日快樂！
2. 參加 6 月 18 日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所舉辦彰化溪州公園花博、感恩禮拜及聯誼
會活動的兄姐，請於 6 月 18 日上午 6 點 40 分集合於教會前搭遊覽車，柳原教會
參加人數 10 人，早點請自理。台中中會參加總人數 132 人、祝福兄姐旅途愉快！
3. 參加松年部舉辦中區三中會聯誼活動兄姐，請於 6 月 27 日上午 6 點 40 分集合
於教會前搭遊覽車前往嘉義，參加人數 15 人，早餐請自理。台中中會參加總人
數 362 人、祝福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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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下次練唱時間：6 月 1、15 日(六)15:30~17:00，地點：2F 練唱室。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
下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
友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2019 暑期聖經攻略營–路得記」
，時間：7 月 8 日~11 日，地點：新竹聖經學
院，費用：2500 元（5/31 前享早鳥價 2000 元）。對象：(1)學生組：小四~高三
應屆畢業生，(2)門徒組：大專、社青。網路報名系統 https://bit.ly/2HR1iv1。
2. 南投教會訂 5 月 26 日 15:00 舉行設教 110 週年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訂 7 月 2 日(二)09:30 於神岡教會召開第 89 屆秋季議會。
4.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 2019 幸福家庭徵文活動–幸福在我家，即日起開始收
件，6 月 28 日截稿，參賽作品請寄至 women@mail.pct.org.tw。
5.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6 月 15 日(六)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尋愛~系列 2】，
地點：彰化~卦山月園（彰化市卦山路 23 號）
，費用：900 元，報名請搜尋 Line
ID：cjhung0130 洪秀貞組長。
＊代禱事項＊
1. 為本會第五期三福訓練（6/14~7/12）代禱（目前已有 13 人報名）。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公部門通過合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洪陳灱姐妹、潘俊彥兄、賴明榮兄、何宗霖兄、蔡志雄兄、
羅寶珠姐。
＊本週金句＊
(台語) Chú ah, Góa beh tī bān peh-sìⁿ ê tiong-kan kám-siā Lí; Tī lia̍t-pang ê tiong-kan
chhiùⁿ-koa o-ló Lí. In-ūi Lí ê chû-ài tōa kàu tú-thiⁿ, Lí ê sêng-sı̍ t kàu
kiong-chhong.（Si-phian 57:9~10）
(台語) 主啊，我欲佇萬百姓的中間感謝你，佇列邦的中間唱歌謳咾你！因為，你的
慈愛大到抵天；你的誠實到穹蒼。(詩篇 57:9~10)
(華語) 我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
你的誠實達到穹蒼。 (詩篇 57:9~10)
＊下週金句＊
路加十九:9~10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下次(6/1)早禱會由葉美玲執事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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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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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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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1 人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5/26(日)

5/27(一)

經節

詩
92-94 篇

詩
95-97 篇

5/28(二)

5/29(三)

詩
詩
98-100 篇 101-102 篇

5/30(四)

5/31(五)

6/1(六)

詩

詩

詩

103-104 篇

105-106 篇

107-10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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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撒上一:9~28

36

298
373
358（聖餐）
398

使徒信經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2

陳祐陞

留給後代最大
的禮物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2

陳正雄

確信上帝將拯救
那些信靠他的人

提後三:10~17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5

陳祐陞

苦難中
主為咱開路

出一:8~14
出二:1~10

29

593、595、400

同上

＊上週講道＊
【上主在宣教】

徒十一:1~4、17~18

蔡恆偉傳道 2019/5/19

【第一頁】聖俗二分的世界觀造成民族優越
今天我們所閱讀的經文是以衝突作為開始，在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指責彼得說「你
竟在沒有受割禮的外邦人家裏作客，甚至跟他們一起吃飯！」（徒 11:3，《現中修》）。
猶太人追求「聖潔」源自於《利未記》19:2 上主的聖潔要求。根據學者的研究，
耶穌時代的許多猶太人—特別是法利賽派的猶太人更加重視「聖」
、
「聖潔」
，也就是要
與周遭的外邦人保持分別。這個分別就是透過保持潔淨來完成—在當時主要是守割
禮、守安息日以及不吃不潔的食物。也因為他們認為不潔淨會傳染，會污染猶太人的
聖潔，會引起上帝的懲罰甚至會延遲上主的降臨，所以絕對不可跟不潔的事物接觸。
這樣的猶太人，也包括一些行割禮的外邦人後來也都加入耶穌運動當中，成為以耶路
撒冷為基地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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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猶太人基督徒，繼續持守這些保持潔淨的規矩，拒絕跟不潔淨的人往來、更
不可能跟他們一起吃飯：因為一起吃飯表達對對方的接納與認同。對他們而言『沒有
受割禮的外邦人』就是不潔淨的人，他們絕不可以跟他們接觸。根據一些研究，當時
猶太人就算因為某些原因而必須到外邦人的家中也絕對不吃主人預備的食物，只會吃
自己預備的合乎律法規定的食物，甚至還會自己預備碗盤。
因此當使徒彼得按著上主的命令前往哥尼流的家中為他們施洗、與他們一起用
餐，對這些保守的猶太人信徒來說根本就是犯了非常、非常大的罪，會讓整個猶太民
族都陷落在不潔的危險，而無法接受。
透過這些潔淨律的落實，確實讓猶太人跟周遭的外邦人保持一個明確的界線而分
別出來，但是另一方面這樣的分別也形成一種民族優越感：只有我們猶太人是潔淨、
聖潔的，其他人都是次等人。
【第二頁】當代世界與教會都無法挑出聖俗二分的窠臼
猶太人的這種民族主義--只有我們是上帝揀選最特別的族群--的想法在整個人類
歷史當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各民族不同的信仰也常常被用來合理化這種族群優越
感，例如我們都知道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的來源就跟他們的印度教的神話故事有關
係；而歐美在 17 世紀以來的奴隸制度就是利用基督教信仰來維持黑人注定要當奴隸的
正當性。
到後來這種優越感不只是要維持自己認為的聖潔的世界觀，甚至還變得會去主動
攻擊那些不聖潔的次等人，這在近代就造成了納粹德國對於存在他們社會裡的次等民
族加以排除、屠殺，他們不只殺害猶太人，他們也殺害精神病患、身心障礙者、同性
戀以及吉普賽人。
這種認為自己比較優越、自己比較潔淨/聖潔來區別自己與他人的想法用現代的觀
念來說，這就是偏見與歧視，然而在教會也無法避免。
很多年以前聽過一個故事，有某一間教會在主日的時候會有看起來是從風化場所
來的女性坐在禮拜堂後面一起禮拜，不過他們都很安靜禮拜還沒結束就會離開，教會
會友們雖然覺得尷尬但也沒有什麼意見。不過後來有一天，教會報告說教會有修繕的
需要，請大家奉獻。那些姐妹們有一天也奉獻了錢給教會。不過教會會友就開始討論
「這種錢」能不能收，討論很久他們決定很禮貌地退回去，負責的人說不好意思這些
錢不潔淨，我們不能收。後來這群姐妹就再也沒有來教會了。
【第三頁】上主要打開信徒被僵化的傳統限制的心
『上帝認為潔淨的，你不可當作污穢。』
（徒 11:9，
《現中修》）這是上主在異象中
對彼得說的話。不過顯然彼得自己的對於聖潔的觀念非常堅持，甚至上帝藉著夢境跟
他說三次之後他還是有一點搞不懂（徒 10:19a）。
如果妥拉/律法是上主親自宣布的，那麼上主會違反自己的命令嗎？我想這是彼得
心中很大的衝突。我們可以想像做為漁民的彼得一定很清楚食物的潔淨律法，什麼樣
的魚可以賣給猶太人吃，什麼樣的魚不能，甚至他也非常可能根本不會去碰觸不能吃
的魚以免被污染而成為不潔淨的人。我們也可以想像彼得從小時候所接受的教導告訴
他一個合乎律法的猶太人要在哪些方面守律法，尤其我們已經知道在第一世紀的猶太
人特別注重在各方面保持潔淨，尤其是不跟外邦人往來。
然而上主在夢境當中對他的顯現完全推翻了他以前所有對於「真理教導」的理解，
說不定他還會覺得這個意象根本就是惡者想要欺騙他違反律法。我們看見他不僅三次
在夢境中與上主「摔角」
，甚至彼得要去哥尼流的家還要帶著守割禮的信徒陪同，看來
是邀他們作見證證明彼得的行為是因為上主，而不是自己要去的。所以我們看到他進
到哥泥流的家裏他第一句話還是「按照我們的規矩，猶太人是不許跟異族人密切來往
的」
（10:28）
，還是表現出種族的優越感或者至少是要做個樣子給那些守割禮的信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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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彼得在分享信息的當中聖靈突然降臨在哥尼流的家裡所有聽道的人—那些
沒有經過割禮的人身上，很可能包含了在場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自由人以及
奴隸的身上，上主的靈同樣的降臨沒有分別。這就應驗了耶穌所說的信徒都要領受聖
靈的洗；也應驗了在使徒行傳第二章那些使徒的經驗，在那裡引用約珥書所說末後的
日子上主的靈要澆灌給「每一個人」--不分年齡性別也不分自由的為奴的（徒 2:17-18）
。
又如同加拉太書三 27-28 所說：藉著洗禮歸入基督的家中不再有猶太人、希臘人的分
別、不再有奴隸與自由人的分別、不再有男人與女人的分別。因為上主的愛沒有分別，
上主的愛涵納所有的受造沒有分別。
彼得到這個時候終於承認，「我是誰，能夠阻擋上帝的工作嗎？」（徒 11:17）。
當然，我們也知道即使彼得以及跟他一同去哥尼流家裡的人這麼明確的經驗到上
主要把他的慈愛與救贖恩典帶到外邦人當中，然而保羅也在加拉太書提到彼得後來到
加拉太的時候一開始跟外邦人一起吃飯分享愛餐，可是當那些奉割禮的信徒一到，彼
得自己就立刻起來迴避，甚至連巴拿巴也迴避，這讓保羅氣得罵他們是假冒為善。顯
然一個人非常根深蒂固的信仰傳統不容易改變，來自於周遭的壓力也往往會讓我們有
很多顧慮無法堅持自己的領受。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看見人雖然會因為自己的限制，對於過去傳統教導的堅持卻
反而限制了上主工作的想像力，然而上主自己會來帶領他們跟隨者打開那個被限制的
眼界、打開被信徒限制的福音，讓福音流向上主所要愛的世界裡。彼得的這個經驗好
像打開了水庫的門，雖然只有小小的一個縫但是就足以改變整個教會開始朝向外邦的
世界去工作。
【第四頁】宣教是上主的宣教，我們要運用我們的想像力辨認出上主正在哪裡宣教
我想今天的故事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恩典就是，上主自己一直都在主動帶領教會。
雖然我們通常都比較像彼得或者是那些奉割禮的猶太人信徒，無法明白、甚至拒絕上
主給我們的異象，我們也常常在面對新的社會處境的時候一再跟上主角力，無法明白
上主在想什麼。然而上主一直在引導、一直都在讓我們看見也一直在對我們說話，一
直到我們能夠明白與理解他的愛，又讓我們在聖靈當中能夠一起頌讚、榮耀上主。
我想這個也是當代最重要的一個宣教神學的反省：宣教不是教會在宣教，宣教是
上主的宣教，是上主在宣教。
這個反省表明了教會常常會限制了對上主的想像力，教會所認可的信仰傳統可能
反而縮小了上主的寬廣，就像堅持守猶太傳統的猶太人信徒禁止了外邦人領受福音的
可能，或者說他們在耶穌基督的犧牲之外把原本沒有的割禮變成必要條件。然而這種
要求就像德國的神學家莫特曼曾經說任何在因信稱義以外加上任何條件都可說是異端。
教會不是宣教的主體，上主才是。神學家 David Bosch 指出宣教就是上主向著世
界彰顯他的愛的所有行動，而上主愛世界行動的高峰就是耶穌基督的受苦與死亡。因
為上主宣教才有教會—教會是由受到上主呼召的人所組成的子民團體，然後上主呼召
教會繼續參與在他愛世界的行動裡。
既然宣教的主體是上主；宣教的行動是上主對這個世界的愛，教會就要常常在現
代社會的處境裡去分辨、去辨識出上主的愛會如何在這個世界行動。
我想這也是鄭仰恩老師在今年總會的專題演講的提醒，他說當代信徒在信仰的學
習與成長上最大的危機就是把既有的信念、教義、傳統當作理所當然、深信不疑而且
絕對化、不能討論，最後反而因此變成僵化而失去上主之愛的教條。然而，鄭老師指
出，我們改革宗教會的傳統讓我們當代的教會在面對一個新的時代處境時往往都會重
新檢視我們既有的信仰傳統或者一直以來看為理所當然的神學，重新思考、反省然後
再形成一個新的信仰告白來回應新的時代處境。
上主/耶穌基督會主動帶領我們，只要我們對祂愛世界的行動的可能性保持一顆開
放的心以及想像力，就能夠明白祂對我們的邀請與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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