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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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
1. 今年兒童主日學夏令營已於昨日結束，今日禮拜中有學習成果發表會。
2. 本會訂 7 月 19 日舉行 2015 年上半年度檢帳，請各單位、團契準備 1~6 月份
的傳票、簿冊至小會會議備查。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張麗真、顏美玲。
3. 本會何中亨長老的公子何瑞偉弟兄與楊育琁姐妹訂 7 月 11 日(六)下午 3 點於
柳原教會舉行結婚禮拜。願主賜福！
4.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手冊」
、
「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5. 第一堂禮拜結束後，請家庭團契的兄姐留下練唱。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松年團契（會長：詹淑靜長老）
下主日(7/12)上午禮拜後舉行例會、慶生會，司會：潘哲雄長老，特邀請
鍾昌宏醫師主講：「慢性病醫治與信仰」。歡迎兄姐踴躍參加。
二、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7/5)禮拜後，成人主日學於長執會議室上課，內容：哥林多後書 12:2~10。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7/5

陳育茹
郭柿娘

蔡英男/洪予恩
蔡英男/洪予恩

謝理明

7/12

劉雅玲/潘哲雄

幼稚級

盧金梅

陳育茹

初小級

中、高小級

郭柿娘
郭柿娘

何秋萍
何秋萍

三、聖歌隊消息（隊長：呂明玲執事）
下週主日(7/11)下午 2 點練唱，請隊友注意練唱時間。
四、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1. 上週探訪林敬峰弟兄、黃茂卿姐妹。
2. 有需要前往探訪之兄姐，請各區關懷長執或知道訊息之兄姐告知長執或辦
公室，以便安排探訪，求主紀念並賜恩典滿溢。
五、宣道委員會教社組（組長：卓聖育執事）
為響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宣教 150 周年』，7/5(日)特舉辦『柳原教會
尋根行腳之旅』紀念活動，上午 07:00 自柳原教會出發，並至豐原教會參加
台語禮拜，回程將搭客運返回。
六、第一期三福訓練（導師：陳祐陞牧師）
1. 本週課程：(一)單元十一–招募新人。
(二)背記–福音講述之橋及決志之橋。
2. 至 7/3 共向 10 人傳講福音，其中有 9 人決志，1 人考慮中（決志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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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柳原．台中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團長：何中亨長老）
台中聖樂團舉行是舊也新系列七演唱會–現代聖詩 vs 海頓《創世紀》
，邀請本
團一同演唱，時間：7 月 5 日(日)19:30，地點：柳原教會。歡迎兄姐前來聆聽。
八、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三一教會為開設台中三榮福音中心，訂下主日(7/12)晚上 6 點，於潮港城國
際美食館舉辦募款餐會，每人 1200 元，欲前往者請向曾青美幹事登記。
2.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幸福婚姻講座」，時間：8 月 8 日(六)09:00~12:00，
地點：柳原教會，講師：簡春安教授。費用：100 元。7 月 29 日前向辦公
室報名。
3. 「看見不一樣的生命─袁幼軒博士生命見證會」，時間：7 月 26 日(日)
08:30~12: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新堂。
1 「聲音和語言的藝術」(華語)，
4. 總會教育委員會舉辦「音韻交響曲」講座：○
2 「Reading 的藝術」
時間：7 月 12 日(日)14~16 點，講員：李勤岸教授。○
(台語)，時間：7 月 18 日(六)9~11 點，講員：楚雲牧師。地點：台中民族
路長老教會。
5.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淨川（綠川）環保大活動，時間：9 月 20 日(日)下午
3~4 點，費用：250 元/人（100 元由教社部補助）
。8 月 24 日截止，額滿為
止。請至辦公室報名繳費。
＊代禱事項＊
1.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郭貴美長老、張得祥長老、陳月娥姐、李朝富
兄、黃清琦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娘、林義耕兄、梁祈錫執事、黃茂卿
姐（骨折）、邱一雄長老（車禍）。
2. 為台北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受燒燙傷者及其家屬代禱，求主醫治並安慰。
3. 為本會參加今年升高中及大學的各項學測的學生代禱。
4. 為本會第一期三福訓練（5 月 15 日~7 月 31 日）受訓人員及講師代禱。
5. 為韓國 Mers 疫情控制代禱。
＊本週金句＊

Nā-sī Sèng Sîn ê ké-chí chiū-sī jîn-ài, hoaⁿ-hí, hô-pêng, thun-lún, chû-pi,
siān-liông, tiong-sìn, un-jiû, chún-chat;（Ka-lia̍ p-thàì5:22~23a）
若是聖神的果子就是仁愛、歡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溫柔、撙節。
（加拉太 5:22~23a）
＊讀經進度表＊
請兄姐共同參加週六早上 08:10 讀經禱告會，一起為教會、家庭及弟兄姐妹代
禱，會後並由陳正雄牧師與司會人員一起讀禮拜日聖經節。
日期

7/5(日)

7/6(一)

新
眼
光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1:17~27

2:1~11

7/7(二)

7/8(三)

7/9(四)

7/10(五)

7/11(六)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撒母耳記下

2:12~3:5

3:6~21

2

3:22~30

3:31~39

4:1~12

＊週間聚會＊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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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78 人

日

10 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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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陳正雄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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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7/12

陳祐陞

無欠缺的人生

詩廿三:1

4

6、239A、
515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12

宋承祐

我應該求什麼
呢？

可六:14~2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7/15

陳正雄

要為光作證

約一:6~15

36

4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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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只在基督裡誇口】
腓立比書三:1~8
陳祐陞牧師 2015/6/28
保羅是上帝所重用的工人，上帝也藉著保羅將福音傳到歐洲羅馬帝國，在新
約聖經 27 卷中，保羅的批信就佔 13 卷，13 卷中有 4 卷是保羅最後在獄中所寫，
稱為「獄中書簡」有以弗所、腓立比、歌羅西、腓立門，今早上咱欲對腓立比人
書三章來看一個主題”只在基督裡誇口”。
腓立比書是保羅互人關在羅馬監獄中時寫的，在這裡保羅一直說起”歡喜”著
歡喜”，所以這封書信被人稱喜樂的書信，基督徒的喜樂是建立在主裡面，是一種
無法毀滅的喜樂，它的基礎即是永遠與主同在，即使在很惡劣的環境下也無法將
上帝的愛來隔斷，這個愛是人在主耶穌基督裡才能得到的。
當保羅被關在羅馬獄中，他有聽到腓立比教會受猶太主義者攪亂破壞，所以
在 2v 中保羅連續說三次「著提防」著提防諸個歹狗，提防這些做歹的，提防這些
受割傷的，一句話連說三次表示保羅對這件事的重視。在使徒行傳保羅三次宣道
旅行中，咱常常看到保羅來到一地方，猶太人就跟在他後面欲破壞他的教訓。保
羅說人得救是出佇上帝的恩典，猶太教師說”人得救是在佇人在上帝面前遵守律
法；保羅說救恩是普世的，代先猶太人，續接希利尼人，最後傳到佇萬族，猶太
教師卻說”只有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得救只限於猶太人外邦人無法得著上帝的救
恩，猶太教師即是這樣用各種方法進入教會來破壞保羅所傳的真理來破壞教會。
所以保羅在此用提防”歹狗”、”做歹的”、”受傷割的”來回敬這些猶太教師。
(一)”歹狗”什麼意思呢？當時在巴勒斯坦及埃及地一些到處流浪，專門在垃圾堆中
撿食，這些狗有時成群結黨，會咬人、吠人的狗。猶太人通常稱外邦人為狗，有
輕視之意思，在此咱看見保羅反過來稱這些猶太教師的為”歹狗”，意思就是”恁這
些自我中心、自高驕傲的人”其實恁才是狗，因為恁誤解耶穌基督的福音”，保羅
用猶太教師稱呼外邦人作狗的一個名稱來回敬他們，稱他們為”歹狗”。
(二)保羅對這些人第二個稱呼是”做歹的”，原文是”惡的工人”，猶太教師認為只有
在他們當中才有上帝的公義，離開他們就沒上帝的公義，人若失去了上帝的公義，
就是”做歹的”。但是保羅說”上帝的公義是因為人信靠耶穌基督（因信稱義），猶
太人以為自己行善，其實是行歹，與上帝愈走愈遠，所以恁攏是”惡的工人”。
(三)保羅又說著提防這些受傷割的，猶太教師強調人要”行割禮”。不過保羅在此所
用的希臘語不是「割禮」的割，乃是用刀割傷自己的「割」。
「割禮」是上帝為以色列民族設立的一個象徵在身體上的記號，表明上帝與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關係，上帝選民的關係。總是一個人若真與上帝建立一個特別
關係，有一些比身體上記號更有意義更重要的，就是他的心思意念上面信靠神，
是一種屬靈的割禮。申命記十:16”所以恁著給恁的心行割禮，要將心內的污穢除
去，不可再硬著頸項”，申命記卅:6”耶和華你的上帝欲佇你的心及你的後裔的心行
割禮，通互你疼耶和華你的上帝”。這是一種屬靈的割禮。所以保羅在此要說的是”
恁雖有受割禮，總是在恁的心裡面沒有上帝，也沒將生命獻互上帝，按呢恁所受
的割禮只不過是用刀割傷自己而已，沒有什麼意義”，所以保羅說”真正受割禮的：
就是用心靈去敬拜上帝，不是靠遵守繁雜律法或肉體上儀式，是用心靈和誠實敬
拜上帝。
4~9 節保羅更清楚說出，得到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自己靠行為，他說”假設人可
以靠行為來得救，這樣我比大家更加有資格來得到救恩”。保羅不願意別人誤會，
因為保羅本身沒有這方面的條件，所以他提出七項他本身所具有的條件，前四項
是他從祖先、父母傳承下來的，後三項是個人的努力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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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第八日受割禮：創十七:12 上帝命令亞伯拉罕說”恁世世代代的男人…生
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這個命令後來傳承下來，成為以色列人永久性律法（利
十二:3）。亞伯拉罕的妾夏甲所生以實馬利是在 13 歲才受割禮（創十七:25）所以
以實馬利人 13 歲受割禮，當時外邦歸化的猶太人是成年人才受割禮，所以保羅有
充分的權利對割禮發表意見。
(二)我是以色列族的人：以色列這名稱是上帝與雅各在雅博渡口摔跤後，上帝
給雅各的新名，當猶太人強調他們與上帝的關係時，他們就會用以色列這個名稱，
是猶太人與上帝立約的記號與
保羅既然是以色列族的人，就表明他有這方面
的榮耀，而是與生俱來的。
(三)便雅憫支派的人：便雅憫支派有許多光榮的所在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便
雅憫是雅各 12 個兒子中惟一在應許迦南地出生的，是雅各的愛妻拉結所生的，便
雅憫支派是最受重視的一支派，他們所分的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及耶穌基督出生
之伯利恆。王國分裂後便雅憫支派是唯一與猶大支派聯合，共同效忠大衛家的支
派。以色列國的第一國王掃羅是屬便雅憫支派，保羅原名是掃羅，有紀念掃羅王
的意思。猶太人從巴比倫釋放回國重建聖殿時，便雅憫人是其中核心人物。讓猶
太人免去滅族大災難的猶太人英雄末底改也是便雅憫人，所以咱可以知保羅在此
為何強調他是便雅憫支派的人，這是人的常情。
(四)保羅說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保羅說這句話的意思也在說明當時
的背景，當時猶太人分散在歐洲及埃及各所在，無論甚麼國家、城市，都有人猶
太人，猶太人雖然分散在各地，但仍持守他們的宗教、風俗、律法、血統，但是
在語言上有困難，許多猶太人是說希臘語，保羅在此說他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
來人，除了表示他是血統純正的希伯來人以外，也包含語言上、文化上仍保持希
伯來人的傳統。依使徒行傳記載，他在前往大馬色途中，上帝從天頂來的聲是用
希伯來話對他說（廿六:14）。他在耶路撒冷對群眾說的話也是用希伯來話說（廿
一:40）。除了這四種的優越條件以外，還有
(五)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意思就是被分別出來的人，當時在
全耶路撒冷，猶太地中間法利賽人不會超過 6000 人，他們是維護猶太教精神的主
要分子，法利賽人生活嚴謹，遵守律法，在當時社會上極受尊敬的人。保羅又是
當時最著名拉比加瑪列的學生，從小漢伊老父從大數送他到耶路撒冷來接受猶太
教最嚴格的法利賽教派，所以遵守律法若是得救的必需條件中，這樣保羅一定會
得救。
(六)照熱心就是窘逐教會：作一個嚴守律法的法利賽人，保羅在耶路撒冷猶太
各會堂，直到大馬色，逼害這些信耶穌的信徒，保羅是為何會這樣，因為他熱心
於伊祖先所留下來的信仰，他的熱心互伊成為迫害教會。站在一個猶太教基本教
義的信徒來看，耶穌自稱是上帝兒子，他無法接受，為著要向上帝盡忠，他大發
熱心要將一切信耶穌的人都捉來入監判刑。直到他在前往大馬色的路上，互上帝
來光照他，保羅降服在耶穌基督的面前。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在人看來沒可能，
但是上帝卻成全了此事，這就是上帝介入在人類歷史中間一個例。
(七)照佇律法的義，就是無縫可嫌的：保羅很清楚，凡律法所要求的一切，他
已經完全遵守。不過這是他尚未受主光照以前的看法，到佇保羅蒙恩成為基督徒
以後，他對律法的看法完全改變。
兄弟姐妹！其實保羅可以誇口的豈只有這些嗎？1.保羅在大馬色路上受上帝
光照後，他進入到阿拉伯沙漠在那有三年靈修默想與神親近。2.保羅也曾看到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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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與啓示（林後書十二:2）3.還有保羅三次佈道旅行，若要說保羅可誇口的事，
實在說不完，但是在三:7”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為著基督已經看他做損害”。
保羅將這些可以誇口的代誌全部列出來，雖然我有這些那麼多比別人更可以
誇口的資格、條件，這是多多人所欣賞（慕）的，別人所沒有的，”若是”這句”若
是”否定了前面的誇口，表明了下面我所要說的與前面所說的完全相反。是按怎有”
若是”因為在大馬色的路上保羅遇見了復活的主，改變了保羅整個的價值觀，即是
人無法靠行律法來稱義，人唯一的路就是因為信基督來得到上帝稱他為義。所以
人不需太高舉自己，高舉自己就看無上帝，人必須將一切人的成就放在一邊，然
後才可以接受基督白白互咱的恩典，人只有放棄一切人為的榮耀，然後才能夠用
完全謙卑的態度來接受在耶穌基督裡面上帝互咱的恩典。最後 8v”呣若按呢，我真
正看萬事做損害，因為我掠識我的主耶穌基督做第一好。兄弟姐妹在今天這段經
文的結論，我要用「浪子的故事」與這段信息做一個比較，保羅在此說真正受割
禮的就是只有在耶穌基督裡面誇口，不是要靠肉體誇口，因為恩典是上帝白白賞
賜互咱的，不是人靠行為來得到的。咱看這位浪子豈曾為伊的老父做過什麼？貢
獻過什麼？伊互伊父親的只不過是擔心、操煩。放蕩子故事的重點是在於這位老
父是愛的老父他一直在那等候你，不是因為咱做了什麼才得到天父的歡喜，是咱
的老父一直互咱機會，一直在那等候咱，是因為上帝愛咱，願神恩待咱。

＊聖詩探源＊
簡安祺摘自《聖詩史源考》
聖詩第 307B 求主導我與祢同行
作曲／艾洛特 James William Elliott(1833-1915)
作詞／格拉頓博士Ｄr. 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
格拉頓博士是美國很著名的佈道家，也是公理會的一位很前進的領袖。如今
他雖已離開這個世界，但其所寫的三十餘本巨著和一些聖詩，卻留給世人很大的
影響，在他詩中最著名的一首，即是這首『求主導我與祢同行』。
年輕時代，他就很熱心於寫作，大學畢業後，曾擔任十餘年的牧師職務。1871
年辭去牧職，做了獨立報的主筆，4 年後，又在麻省的一個教會就了牧職，然而仍
用一部份時間編輯星期午報，該報有一靜時副刊，是人們最喜歡的，其中專刊宗
教文字，1897 年 3 月，格拉頓寫了這首”求主導我與祢同行”，雖然他說：
『我寫
這首詩，並沒有想叫它成一首讚美詩。』然而他卻在各教會中普遍的傳了開來，
格拉頓的家庭情況，使他擔當了最大的苦難，因為他的妻子多病，在生活上不能
給予他有所幫助，對格拉頓來說，失去內助，確是一個重擔，因此他不停的唱著：
在親熱的感情裡，教我同主一樣忍耐，
在工作上吐放香氣，靠著主勝過諸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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