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主題：相愛連結肢體．生命見證基督

主日禮拜暨薛伯讚牧師盡程退休感恩
2019 年7 月28 日【第30 週】

主禮：薛伯讚牧師

(第二場)台語禮拜 10:30 司禮：胡忠仰長老

․盡程退休感恩․

․靜候上帝的話․
序

樂….…........................................李逸歆老師 聖

宣

召.................詩篇25:12-13.................司 禮 感謝詞(教會代表)..............................賴鴻緒長老

聖

詩….…26 首「今阮感謝上帝」….....會

眾 來賓致詞..............................................張德謙牧師

主禱文.........................................................會

眾 退休感言..............................................薛伯讚牧師

信仰告白...............................................…..會

眾 贈

禮.....................................蔡正河/胡美瑢長老

啟

應........................33 篇........................司 禮 獻

詩…………（見第 4 版）.…….雅音合唱團

祈

禱.........................................................司

禮 感恩祈禱..............................................陳振光長老

回

應.........................................................會

眾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懇求祢聽阮求。

․應答上帝的話․
奉

主，聽阮祈禱，主，聽阮祈禱，聽阮懇求的聲。

․恭聽上帝的話․

詩….184 首「上帝疼痛哪會赫大」….會 眾

獻...................................賴碩倫/梁佳宏執事
降服主祢面前，阮重新奉獻，
主祢權能永遠。阿們。阿們。

報

告..........................................................司

禮

讚

美………….(見第 4 版).........…….聖歌隊 聖

詩…..398 首「願咱救主耶穌基督」......會 眾

聖

經…….…哥林多前書 15:10……...司 禮 祝

禱..................................................薛伯讚牧師

哥林多後書 4:7

哈利路亞頌..................................................會

眾

講

道……….....上帝的恩典…………主

禮 默

祈

禱.....................................................主

禮 殿 樂..................................................李逸歆老師

禱..........................................................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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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今日第二場禮拜舉行薛伯讚牧師盡程退休感

主後 2019 年 7 月 28 日
上週
講道

天上的國民
腓立比書 3:17-4:1

恩禮拜。
1 來賓及會友在地下一樓，
禮拜後愛餐地點：○
2 磐石團契、基石團契、青少年團契及主日學
○

生在 5 樓。
2. 下主日(8/4)慶祝父親節，請兄姊邀請父親一
起參加，兒童主日學獻詩，教會將致贈每位父
親禮物一份。
3. 北中松年事工部 8/7(三)上午 9:30 在馬偕醫
院舉行慶祝父親節感恩禮拜暨專題演講，契友
50 元，非契友 100 元，請向余錦惠姊妹/梅陳
淑茹姊妹報名，今日截止。

鍾主亮牧師
今天的經文中保羅教導我們，單有屬靈生命的
追求還不夠，他也鼓勵我們必須把基督徒的屬靈生
命在實際的生活中活出來表現出來。
一、 「效法我們」的要求(3:17)
3：17｢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
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釋經學者班傑爾
（Bengel）把這節經文用另一種方法翻譯出來：｢在
效法耶穌基督的工夫上，你們當與我同作效法的
人」。
「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除了
應當效法保羅之外，也要留心觀看那些已經效法保

4. 本會全教會靈修會於 9/28-29(六-日)在愛琴

羅的人結局如何。保羅在此雖沒指明，但他卻叫信

海太平洋溫泉會館(新北市萬里區翡翠路 1 號)

徒留心看他們，表示保羅深信他們的結局也必像自

舉行，報名費 500 元，請為靈修會的籌備及講

己一樣──得以更深地認識基督，進入豐富的生命

員蔡茂堂牧師代禱。請向黃幹事報名。

中，並得著主的稱讚和榮耀。所以保羅勸信徒留心

5. 本會智慧型手機班第五期招生中，9-12 月每週
二上午 9:10-11:45 在六樓上課，9/3 開課，每
人 1,500 元(含簡餐)，歡迎 60 歲以上兄姊報
名參加。額滿 40 人為止。

看他們，藉觀察體驗到自己應當怎樣追求長進。
到底要「效法」甚麼呢？其實就是他在前面所
說的「忘記背後，全力追求前面的事」，也就是屬
天的獎賞。
我們的生命是不是成為別人效法的對象，是我

6. 週報夾頁歡迎大家投稿，舉凡靈修見證、信仰

們必須關注的。此外，我們要提防自己成為壞榜樣，

歷程、讀書心得、遊記、勵志等作品皆歡迎。

成為絆倒人使人離開真道的人。馬丁路德晚年著有

請 e-mail：pctnm1953@gmail.com 或交辦公室。

《關於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話》一書，他帶著德國人

◎肢體消息
1. 請為莊勝花姊妹、李甘常長老的病痛，及長久
行動不便者代禱。

◎教界消息
1.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主辦，

仇視猶太人的立場，罵猶太人是盜賊，應該放火焚
燒猶太人的會堂，將猶太人如狗一樣趕走。後來希
特勒執政，希特勒假借該書的觀點對付猶太人，結
果這段文字成為希特勒納粹的幫凶，深深影響馬丁
路德的聲譽，所以我們要保守嘴巴不要成為撒但出
口。

「我失智，你在嗎？」認識失智症及教會關懷

二、 十字架的仇敵的警惕(3:18-19)

事工預備講座(北部場)，8/27(二)上午 9:00-

腓立比書 3：18-19｢18 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

下午 4:30 在雙連教會 10 樓舉行，8/16 截止，

現在又流淚告訴你們：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

請向黃幹事報名。

仇敵。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神明是自己

2. 林煜傑、李博慧傳道師封牧暨就任艋舺教會教

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

育牧師、青年牧師授職感恩禮拜於 8/11(日)

為念。」保羅與他的同工們以追求得著基督的生活

下午 3:30 舉行。

態度，行在腓立比信徒的面前，但是相信在腓立比
(下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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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三、 天上的國民(3:20-21)

教會仍然有些信徒還是繼續過著浪蕩的生活，保羅

腓立比書 3：20-21｢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嚴厲的稱他們這些人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21 他

1、誰是十字架的仇敵?

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

a.掛名的基督徒

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保羅這裏沒有清楚指明「十字架的仇敵」是誰；
但這些人不會是不認識基督的人，很可能是指一些

現在保羅將注意力從專以地上的是為念的人
身上，轉向我們是天上的國民這幅圖畫。

明白真理、又領受了某些真理的基督徒，他們不會

保羅說：『我們的國民身分是在天上。』這個

公開地拒絕十字架的道理；但其生活表現卻一點也

景象當然是腓立比人所能明白的。腓立比是一個羅

不像基督徒。

馬殖民地，羅馬政府為安置退伍軍人或高級官員而

肯亞領袖 Jomo Kenyatta 批評在殖民地時代的

設立的特區，這些殖民地的最大特色就是無論它們

西方基督徒帶著熱誠、驕傲、貪婪到非洲，叫我們

位於甚麼地方，它們的生活面貌始終維持羅馬的色

祈禱。當我們祈禱完，我們的地土被他們搶佔了，

彩。他們穿羅馬人的衣服；接受羅馬地方官的統治；

只留下聖經。更可悲是，現今世代西方國家某些教

說拉丁語，謹守羅馬人的道德和法律。他們甚至到

會可能聖經也不要了。他們還有甚麼呢？

了天涯海角，也仍然以保持自己是個羅馬人的身分

b.諾斯底思想的信徒

為榮。保羅對腓立比人說：『正如羅馬的殖民地人

諾斯底主義企圖把基督教加以理性化，使它變

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隸屬羅馬，你們也必須永遠不

成一種哲學的理論。他們的論點就是：從創造開始

要忘記你們是天上的國民；因此你們的行為必須與

的一刻，便存在著靈和物質兩個不同的東西。他們

你們的國民身分相稱。』

說靈是善，而物質則完全屬惡。物質本身既然是惡，

信徒雖然活在地上，卻是天上的國民，所以我

那麼人的身體也必然是惡；而且無論人怎樣去改善， 們的盼望該存在天上。要是我們真以天上為家鄉，
身體始終是惡。因此，他們便主張人可以身作惡而

那麼對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至暫至輕的苦楚，就都不

無須避忌；因為身體本身是惡，無論用它做甚麼壞

在意了！因為我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們的損失。

事也不要緊！諾斯底主義認為貪食、奸淫、酗酒並

一百年前，英國小說家 Maugham 寫了一部小

不要緊，因為這些事情只會影響自己的身體，而身

說《人性枷鎖》，話說有位東方帝王渴望認識人類

體是不重要的。

歷史，重金禮聘智者教授。後來智者用廿年把 500

2、他們的特徵是甚麼?

本書濃縮為 50 本，再晉見皇帝，皇帝沒有空看。

a.以肚腹為神(體貼肉體)

智者再花 20 年將 50 本書濃縮為 1 本書的精華，再

保羅使用｢肚腹」來代表｢無論是暴飲暴食或性

來晉見皇帝，皇帝此時已病至奄奄一息，再無精神

淫亂方面，肆無忌憚的感官享受」。他們的神就是

看書了。智者很簡單總結人類歷史給皇帝聽：『他

自己的肚腹，他們敬拜自己的慾望。

出生，受苦，死去。』就是這麼簡單！若沒有復活，

b.以羞辱為榮耀

人落在這逃不開的悲劇裡！

意思就是他們以所行各種原屬可恥的罪惡為

主耶穌的再來，是信徒最大的盼望。我們現在

榮耀，不但不因所犯的罪慚愧，反倒以為榮耀，可

還不能完全享用的那部份救恩，當主耶穌再來時，

見這等人的良心已經昏暗，不能分辨是非。

就可以完全經歷了。下節指出，就是指我們的身體

c.專注地上之事

得著改變，和祂榮耀身體相似。所以，20,21 節跟

世上雖然有許多似乎很好的學說或主義，都不

19 節成對比。19 節的那等人是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外乎以地上的人和物質為中心，卻不是以天上的事

一切所行都不過為肚腹，為肉身；但在 20,21 節中，

為念，也不以天上的神為中心。信徒應當以這等人

保羅卻指出，信徒的身體要改變成為榮耀的身體。

的行事為戒，因為不論他們在今世如何亨通，但結

我們不必為肉身的身體過分的操心，以致被這世上

局乃是沉淪。

的事纏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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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詩歌詞】

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聖歌隊
詞曲：鄭明堂

願上帝大仁愛引導你，願上帝用慈悲款待你，
祂用疼包圍你，祂閣看顧你，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願上帝大仁愛引導你，願上帝用悲慈款待你，
祂用疼包圍你，祂閣看顧你，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無論你行到佐位，祂欲賜互你平安，
願上帝的恩典拯救萬百姓；願上帝用祂的光照你。
願上帝大仁愛引導你，願上帝用慈悲款待你，
祂用疼包圍你，祂閣看顧你，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願上帝大仁愛引導你，願上帝用悲慈款待你，
祂用疼包圍你，祂閣看顧你，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無論你行到佐位，祂欲賜互你平安，
願上帝的恩典拯救萬百姓；願上帝用祂的光照你。
願上帝大仁愛引導你，願上帝用悲慈款待你，
祂用疼包圍你，祂閣看顧你，
願上帝保護你，願上帝賜福閣保護你。

雅各的祝福

雅音合唱團
作者: 김인식 / 譯者:張漢業

你是攀藤伸出牆外的樹枝

樹枝上結出豐盛果子

天父奇妙恩典寶貴的祝福

真豐盛充滿扺我心

無論抵到什麼試煉與誘惑

總是主扶持讓咱得勝

全能天父意愛深深看顧你

祂時常會給你同在
你是主所意愛的人

何等美麗是主所疼的人

我每日為你切切禱告

願主祝福你的道路

你是主所賜的禮物

得主所歡喜的屬靈的果子

在主裡面結出日子真豐盛的果子
（圖片皆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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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讚牧師牧職簡歷
1949 年 11 月 14 日 高雄人
學歷：1977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M. Div)
1984-1994 台灣神學院實踐神學講師
1987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M. Th.)
1989-2001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班
1989-1990 Graduate Study: Ecumenical Institute(WCC),
Bossey, Switzerland
1990-1991 Graduate Study: Western Theo logical Seminary(RCA),
Holland, Michigan
1994-2005 台灣神學院實踐神學助理教授

經歷：后里教會傳道師（1977-1979）
苑裡教會牧師（1979-1984）
新竹中會議長（1983）
台灣神學院 實踐工作主任、牧育主任、牧育長、行政副院長（1984-200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委員會委員（2002-2013）
台北南門教會主任牧師（2005-2019）
台灣教會公報社董事（2006-2007）
總會台語新譯聖經審譯小組（2007~）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董事（2008-2009）
台灣聖經公會董事（2011~）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議長（201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2018）

著作：《一與小》、《認同與重建》、《上帝國與宣教》、《詩篇：文學賞析與信息》(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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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讚牧師盡程退休賀詞單位
上主忠僕 羊群良牧
「要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和溫柔。在信仰的競賽上要盡力奔跑，為自己贏得永
恆的生命；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你蒙上帝呼召，在許多證人面前公開宣認了那美好的信仰。」
(提摩太前書 6:11-1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 64 屆議長陳見岳、總幹事林芳仲全體總委一同
作主忠僕 作羊良牧
做主忠僕 作羊良牧
「我感謝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祂」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
(提摩太前書 1:12)
的」
(哥林多前書 15:5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主委朱忠宏、幹事李位鼎暨全體委員一同敬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財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蔡裕明暨全體財委一同

忠僕良牧 榮神益人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
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歌羅西書 3:23-24)
總會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主委兵政隆、執行長林恩增暨全體委員、董事一同敬賀
「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強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書 1:2)
總會退休傳教師夫婦聯誼會會長林榮郎一同敬賀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 23:6)

總會傳愛志工團團長陳哲男暨全體志工一同敬賀
「傳福音的人，他們的腳蹤多麼佳美。」 (羅馬書 10:15)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林耀明暨社福辦公室全體同工一同敬賀
全賴神恩 牧主群羊
忠誠盡職 榮神益人
忠誠盡職 信徒典範
「感謝上帝！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
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香氣。」
(哥林多後書 2:14)
(提摩太前書 1:12) 玉山神學院董事長魯傌夫.滿寇寇牧師、院長
台灣神學院董事長羅龍斌、院長陳尚仁敬賀
布興.大立牧師全體董事暨師職生敬賀
退而不休 向著標竿仍奔跑
老當益壯 如鷹展翅不疲乏
盡忠職守傳主恩，信仰生命涵養深，
主說：
「好！你這又善良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
引領信徒走正道，良善同工美傳承。
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馬太福音 25:21)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
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 1:6)
脂」
(詩篇 65:11)
台灣女子神學院董事長蔡華燕、院長莊淑珍
真理大學董事長簡安硌、校長陳奇銘、
暨全體董事、師生敬賀
校牧室主任王榮昌暨全體教職員生同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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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伯讚牧師盡程退休賀詞單位
「伊有將此個恩典充充足足賜互咱。伊用逐款的智慧及理解，照伊所歡喜的旨意，互咱知伊早
就決定通過基督來完成奧妙的計劃」

(現代台語漢字本 以弗所書 1:8-9)

台灣聖經公會董事長許承道牧師、總幹事鄭正人牧師暨全體董事和同工敬賀
新店教會 牧師黃璨徵、傳道師鄧文威、

新莊教會 胡育銘牧師暨全體長執、會友

李承恩暨全體信徒一同敬賀
城中教會 石清州牧師敬賀

一同敬賀
板橋教會 羅滋嶸牧師暨長執及全體會友
一同敬賀

士林教會 許承道牧師、張勝為傳道、

重新教會 主任牧師林文良、傳道牧師黃志良

鄭以文傳道全體長執暨會友一同敬賀
永光教會 主任牧師周信榮、教育牧師潘純冕

暨全體長老、執事、會友一同敬賀
台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 牧師羅仁貴

暨長執、信徒一同
景美教會 主任牧師李信毅、教育牧師簡雅萍

暨全體長執會友敬賀
七張教會 牧師陳俊宏暨全體長執信徒

暨長執、全體會友一同敬賀

一同敬賀

關渡教會 郭明智牧師、長執暨信徒一同敬賀

文化教會 牧師江永遠全家一同敬賀

淡水教會 鄭浚豪牧師暨全體長執、會友

大稻埕教會 主任牧師謝大衛、教育牧師

一同敬賀
壽山中會新興教會 主任牧師蔡伯倫暨全體

連仰明暨長執、信徒一同敬賀
台南民族路教會 机嘉勝牧師、史佳信傳道師

長執信徒一同
博愛手語教會 牧師吳信蒼暨全體長執會友

暨長執信徒一同敬賀
美國 IRVINE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張宣信、

一同敬賀

黃玉玲敬賀

退休牧師 陳慶文、周芳芳一同敬賀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蔡瑞益院長敬賀

台神 1975 年同學胡善美敬賀

退休牧師 鄭宏輝牧師敬賀

退休牧師 梁瑞麃牧師敬賀

退休牧師 莊松輝牧師敬賀

退休牧師 陳勝政敬賀

總會客宣幹事 賴德卿牧師敬賀

深美教會 朱義勝牧師敬賀

退休牧師 鄂主成牧師敬賀

退休牧師 陳榮爝牧師敬賀

高雄中會三一教會 王子豪牧師敬賀

后里教會 黃水源長老敬賀

退休牧師

楊恆銘牧師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