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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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7/3)第一堂禮拜後 10:45 召開長執會，請長執出席會議，會後並召開小會。
2. 本會訂 7 月 17 日檢帳，請各單位、團契準備今年 1~6 月份帳冊、傳票受檢。
檢帳員：林玉山、廖淑玲、顏美玲、賴麗月。
3. 7~9 月份「新眼光讀經」
、
「少年新眼光」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拿取。
4. 請各委員會開會籌劃柳原教會設教 120 週年慶祝系列活動。
5. 第二期三福受訓隊員共十一人，已進入第九週課程，需要有被探訪對象，請
兄姐提供尚未信主或受洗的對象，方便接受探訪者，名單請交給陳牧師、
蕭傳道或蔡文華長老。
6. 本會陳祐陞牧師、蕭仁維傳道及廖寶蓮長老於 7 月 5 日(二)09:30 前往草屯教會參
加台中中會第 86 屆秋季議會。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7/3)成人主日學於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列王紀下 5 章 1~15 節。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7/3

高雅智
洪泰陽

葉美玲/洪予恩
葉美玲/洪予恩

謝理明
劉雅玲/潘哲雄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高雅智
高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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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7 月第二主日禮拜後舉行例會與慶生會，例會中特邀請潘哲雄長老信息分享，
邀請兄姐踴躍參加。
三、第二期三福訓練
1. 本週五(7/8)單元九–邀請決志，請學員背誦福音講述之橋部份。
2. 本週五探訪四位，請隊長必須出來帶隊。
四、禮典組（組長：張豐智執事）
感謝盧月桃姐妹為本日(7/3)花材奉獻。
五、探訪組（組長：盧金梅執事）
上週探訪賴明榮兄、陳潘藟姐。
六、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第三屆全國社青讀經營~自由與不自由間」
，時間：10 月 8~10 日，地點：
玉山神學院，費用：2800 元（7/15 前報名並繳費者 2200 元）
，7 月 31 日截
止報名，線上報名系統 youth.pct.org.tw。
2. 「靈人唱靈歌~演唱會」，台中聖樂團年度公演，於 7 月 17 日(週日)19:30，
在柳原教會開唱，歡迎大家攜家帶眷前來。支持聖樂，得神喜悅。
3. 水里教會訂 7 月 17 日(日)15 時舉行林羅坤、林麗冠就任第十任牧師授職感
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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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舉辦 2016「新版教社背心設計徵選比賽」，詳情請
至 http://society.pct.org.tw。
5. 鹿谷長老教會訂 7 月 10 日(日)15:00 在鹿谷農會茶業文化館舉行設教 60 週
年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第二期三福個人談道訓練的講師與學員代禱。
2. 為本會後壠子地段開發，已進入雙方合約協商最後階段，求主賜下智慧給參
與同工。
3. 為今年學校畢業即將進入社會或參加高中、大學聯考的學生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
＊本週金句＊

Lâu ba̍ k-sái iā chéng-chí--ê, Beh chhut hoaⁿ-hí ê siaⁿ siu-koah.
(Si-phian126:5)
流目屎撒種子者，欲出歡喜的聲收割！（詩篇 126:5）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7/9)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呂明玲執事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諾克斯」，司琴：簡安祺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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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3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81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8 人

三

20:00~21 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7/7~9/1 暫停）

黃金鈺、施碧珍

11 人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2 人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7/3(日)

7/4(一)

7/5(二)

7/6(三)

7/7(四)

7/8(五)

7/9(六)

經節

摩 7-9 章

何 1-3 章

何 4-5 章

何 6-8 章

何 9-11

何 12-14 章

賽 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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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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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陳正雄

聖神及咱作伙
見證

賽卅二:15~20
徒八:26~40

8

3
347
511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7/10

陳祐陞

做在我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
上

太廿五:31~46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7/13

蕭仁維

解夢的上帝

但二:24-30

27

257，
336，511

同上

＊下週金句＊
箴言3:3
＊上週講道＊
【做個放棄自由的自由人】

加拉太五:1、13~15

蔡恆偉傳道 2016/6/26

【前言】
通常我們在讀聖經的過程中，比較會注意經文的 How，但是比較少去問經文
的 Why：作者為什麼要寫這些話？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來寫？今天我們所讀的經
文《加拉太書》第五章第一節以及第十三節到十五節，在這裡保羅提到自由，提
到相愛，為什麼保羅要用這些話來提醒加拉太眾教會的信徒？而自由和相愛有什
麼關係？
【加拉太眾教會面對的困境】
根據學者的研究，加拉太的眾教會應該就是《使徒行傳》十三章到十四章所
記載，在保羅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中於羅馬帝國的加拉太省南部所建立的。但是根
據《加拉太書》第一章的內容，當保羅結束他的宣教旅程之後，很快的加拉太眾
教會就受到「別的福音」的影響，甚至引起教會的衝突。
那麼這個「別的福音」是什麼？根據學者的研究，所謂「別的福音」就是有
奉割禮的猶太人基督徒在這些初代教會中巡迴，傳講「一個人只倚靠基督耶穌的
信並不能得到完全的救恩，他們要求外邦人必須再加上守摩西律法，這樣救恩才
能完整」
。在保羅的時代，守摩西律法至少有三項核心：行割禮、守安息日以及守
食物的潔淨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割禮。這些猶太基督徒對於外邦基督徒有這
樣的要求，是因為對這些猶太人基督徒來說他們仍然如同原來猶太人把上帝的救
恩理解為只是猶太人獨有的，所以如果有一個外邦人想要分享這個救恩，他就必
須要變成猶太人才可以。因此這些奉割禮的猶太基督徒也就要求加拉太眾教會的
外邦基督徒要變成猶太人，這樣才可以進來分享，來得到上帝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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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到底一個人的得救是不是需要「先變成猶太人」？保羅在加拉太書
第一章到第二章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保羅指出在他傳福音的過程中間發現行
割禮這件事成了外邦人得救的阻擋，所以在他整個宣教過程中都強烈反對用這種
外在身份認同的記號來成為拯救的要件，因為守律法原來是猶太人的文化，是猶
太人的生活方式，他指出這並無不好（他自己就是法利賽派的猶太人）
，但是守律
法跟得救與否並無任何關係，外邦人並不需要受到律法（尤其是行割禮）的限制，
唯獨藉著信基督耶穌就可以得救。這就是保羅所講的自由，也就是藉著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把外邦人必須要先變成猶太人才能夠得救的綑綁中釋放出來。
所以保羅非常驚訝，甚至感到憤怒生氣，為什麼這些加拉太眾教會的外邦信
徒會再受到這些「別的福音」的影響，從一個已經得自由的身份，想要再回去成
為律法的奴隸？
【以為是敬虔卻失落了福音的自由】
我們可能會感覺奇怪，為什麼這些外邦基督徒會受到這樣的信仰言論的影
響？有學者認為，在加拉太眾教會的信徒大多數是外邦人，這些外邦基督徒大部
分原來就參與在猶太人會堂中敬拜上帝，他們就是所謂「愛上帝的人」
，不過由於
他們在文化上無法度接受割禮，所以他們不算完成加入猶太教，也因此就猶太人
來說他們也無法成為上帝子民而得到救恩。因此當奉割禮的猶太基督徒傳講不受
割禮救恩就無完全的信息的時，很可能就因此影響到這些外邦信徒，他們恐怕自
己真的會失去救恩，於是就勉強來接受割禮。另外在《加拉太書》第一章裡面有
一個線索，是這些守割禮的猶太人基督徒他們質疑保羅自稱為使徒的正統性，畢
竟保羅並沒有跟隨過基督耶穌，可能有人也因此受到影響而質疑保羅的教導。
不過也或許，可能是出於某種宗教敬虔的心理。
我有一些朋友是初代信徒。我常聽到他們做見證說藉著在基督耶穌的福音，
使他們脫離原來民間信仰裡各種忌諱、禁忌的綑綁，能夠從綑綁中得到釋放，自
由。得到自由也是他們的信仰體驗。
不過最近卻在網路上看到幾則教會的新聞，報導教會過猶太人的節期，甚至
慶祝以色列的國慶，然後在講台擺上象徵以色列的金燈臺，然後吹著來自以色列
的羊角所做的號角，甚至在聖餐桌鋪著大衛之星的旗子。如果突然看到這些布置
可能會以為自己是進去一間猶太會堂。我想這些教會在紀念猶太人節期的時候，
某個角度來說也是一種表達紀念與敬虔，將我們的信仰連結到猶太的根源。但是
當連結做的過度，甚至後來聽見有人因此而舉家移民到耶路撒冷去過猶太式的生
活，這不就是反而使自己原來得到自由的生命，反而落入另外一種的綑綁中間？
又或者是在神學院的中間也曾聽過一些經驗，就是教會強調信徒的聖潔，所
以要求信徒常常認罪，可是到後來有的會友就在這種不斷認罪的過程裡，變成過
度的罪惡感，整天懷疑自己是不是有未認的罪會讓他失去救恩。一個應該使人得
到自由的信仰，卻變成另外一種的綑綁。
這些豈不都是保羅一生在努力反對的事情嗎？
【因著基督得到自由 因著基督放棄自由】
所以，保羅在今天的經文裡就提醒信徒要要站立得穩。免得再一次失去自由
的身份。保羅非常，也一直強調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替贖的愛已經完成拯救，信
徒只要藉著信就可領受救恩，回復與上帝合宜的關係，成為上帝的子民，不再需
要倚靠外在的記號以及倚靠守律法來保持得救的身份。對保羅來說這個福音也就
是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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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保羅這麼強調自由？我想自由就是福音的理解，是來自於保羅自己的
經驗。保羅自己描述他是受到最嚴格的法利賽派的訓練，他努力實踐律法所有的
要求來得到，或者是維持他得救的身份。但是當基督耶穌呼召他，在他宣教的經
驗中他一直發現很多外邦人只因為信就領受聖靈，不需要行割禮，也不需要守律
法；反而是這些奉割禮，守律法的猶太人一直拒絕基督耶穌的福音。這個經驗使
他確信人的得救與守律法毫無關係，因為上帝已經藉著基督耶穌完成與世人回復
合宜的關係的任務，人不再需要藉著守律法來爭取，來維持得救的身份，人單單
倚靠基督耶穌的信就可以得到。這是保羅感受到他從律法中所得的釋放，這是很
大的自由，對保羅來說福音就是得到自由。這個得自由的福音也就是保羅向外邦
宣揚的福音：上帝的子民的身份已經超越民族，是普世得救的好消息，所有的人
不再需要先變成猶太人才會得救，只要用信來回應基督耶穌的替贖我們都可成為
上帝的子民。
保羅繼續強調，基督耶穌從律法，從肉體的敗壞，從罪，從死亡中釋放我們
得到自由，但是我們得到自由的意義是從律法綑綁中脫離出來，進入上帝子民的
團契。因此所得到的自由並不是要讓我們放縱，不需要任何的道德規範去過不負
責任的生活。反而，所得到的自由生命現在成為受到聖靈引導的新生命，新的道
德規範是藉著聖神引導，也就是保羅在第五章 16 節到 26 節所講，我們應該受聖
靈引導與恩賜來結出果子。而在聖靈的果子中，最重要的果子就是愛。這也就是
今天的經文所講全部律法的總結就是愛鄰如己。這個愛的源頭就是上帝的愛，這
個愛彰顯在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苦，這個愛原來是我們不配得到，所以我們
也當用愛人來回應上帝愛我們。這樣的愛使我們不再以自己作生命的中心，這樣
的愛是為了成全鄰舍的好處，願意謙卑自己，甚至於放棄自己（看無自己）
。這樣
的愛支配我們的生命，呼召我們服事其他的人甚至如同奴僕服事主人，這樣的愛
使我們成為基督的奴僕。這樣的愛使我們願意成為一個甘願放棄自由的自由人。
正如中世紀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得所說「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的主，不受任何
人的管轄：基督徒卻是全然順服的眾人之僕，受任何人管轄」
【做個甘願放棄自由的自由人】
台神教授林鴻信重新用這樣的一句話來詮釋馬丁路得所說基督徒的自由：
「因信基督，在基督之下，萬人之上；因順服基督，願在萬人之下。」林教授的
這句話讓我想起謝緯醫生的座右銘「甘願做憨人」
。謝緯醫生有很好的成就，用任
何角度來說他都可以用他的成就使他的生活、生命得到最大的自由，然而他甘願
放棄他應該得到的自由，他全心服事教會，在我們長老教會最困難的時期受呼召
成為總會議長，甚至也沒有因為作議長的忙碌而忘記他的患者。最後他因為過勞
在開車前往為病患看診的途中因為車禍來過世。謝緯醫生的「甘願做憨人」就是
實踐保羅的勸勉：做一個甘願放棄自由的自由人，用他的一生如同奴僕以愛來服
事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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