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墨西哥禱告，近日不斷發生嚴重治安
和意外事件，求主憐憫掌權，幫助政府以人
民為念，保守該國人民人身安全。

台灣:近來颱風經過帶來豪大雨量，引發一些
災情，求主保守讓災情能儘快得到恢復，也
賜下智慧能力讓政府百姓一同做好水土保持

教會
1、 願主使用教會弟兄姊妹，在靈命造就上跟隨
主的帶領，在領人歸主上為主大發熱心，並
述說神的救恩，未信者歸向基督。
2、 三芝11月起將舉辦為期兩個月的樂齡活動，
目前報名熱烈已接近額滿，求主親自引導當
得平安的人來到我們中間，幫助我們在當地
得人如魚。
3、 信 義 神 學 院 A P E L T 講 座 台 北 場 ， 將 於
10/29(六)於本堂舉行，主題:惟獨聖道與惟
獨聖靈，願主使用此講座裝備肢體，能打開
屬靈的視野，對聖道與聖靈有更廣闊的認
識。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同心敬拜真神。
2、 信義神學院講座『被忽略的惟獨-惟獨聖道和
惟獨聖靈』，邀請肢體認識聖靈與聖道和四個
惟獨密不可分、不容忽視的關係。10/29(六)
09:00～16:00，地點：救恩堂，團體報名優惠
400元/人，詳見公佈欄。
3、 目前主日崇拜為實體與線上同步，進出教會請
量體溫及酒精消毒；若有感染症狀、身體不
適，鼓勵線上崇拜並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仍請肢體彼此電話關心。
4、台北基督徒聯合書展 10/26(三)~10/31(一)11
點至21點，地點於信義路四段460號B2信基大
樓，歡迎肢體參加。
5、2022禧年聖經經濟倫理研討會 主題:抗衡通
膨，時間：11/12（六）9點至12點，
   地點:汀州路三段101號六樓禮堂
   (華神)，歡迎報名參加。
7、為烏克蘭難民募款 烏克蘭百姓需要您的代禱與
關懷，鼓勵肢體為難民奉獻，目標100萬(一半
用於印製福音教材，另一半奉獻以馬內利基金
會)，均開立奉獻憑證，資訊如下: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
    銀行:004台灣銀行信義分行
    帳號:054004913337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線上）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地點
正堂
B1/會議室

人數
57（32）人
4人/3人

禱告會/10月\11、25 日/20:30~21:30/ LINE

成一小組/週一 19:30~21:00/線上LINE
         週三 10:00~11:30/副堂
              19:30~21:00/副堂＆協談室＆教室
         週四 19:30~21:00/副堂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10:0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週四 19:30~21:00/會客室
週日 11:30~14:00/救恩堂＆總會5F
/週日
13:00~14:30/右包廂
國高小組

柒 服事人員表
總召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鮮花

2022 .10 . 23 ( 日 ) 2022 . 10 . 30 ( 日 )
潘振宇 弟兄
朱德弘 執事
朱德弘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敬拜三團
陳貞蓉 教師
蔡麗貞 老師
黃俊元 執事
鄭惠蓁 姊妹
林憲佑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林羿萱 姊妹
李佾靜 姊妹
鄧如山 林瑞瑩
陳渫聰 李傳婕
陳乙瑄 陳希愛
梁柏榮 顏士閔
黃翠蘭
曾金茂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0. 10 (一）～2022. 10. 16 (日)
自由奉獻 --1,800元 收入
87,200元
主日奉獻 2筆
1,300元 支出
36,455元
十一奉獻 11筆 58,6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10,000元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1筆
500元
慈惠奉獻 1筆 15,000元
鮮花奉獻 ----聚會提醒事宜
1、借貸：我們鼓勵會友見到肢體在衣食上匱乏時，甘
心樂意資助。但不鼓勵會友間有借貸或其他金錢上來
往，也請勿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急難需要，請
讓組長，區長或牧者知道，可評估申請慈惠金支援。
2、商業行為：我們尊重從事各行各業的肢體都可以被
動地受託為會友服務，但請勿主動進行商業行為或邀
人作直銷下線。

2022年10月23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朱德弘執事
二、敬拜………………………敬拜一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朱德弘執事
經文：加1:11-24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改變人生命的福音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朱德弘執事
六、報告……………………朱德弘執事
七、祝福……………………陳貞蓉教師

貳 敬拜詩歌
【主祢是我力量】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永遠尊貴】
耶穌 真神羔羊 配得所有極大讚美
天上地下 萬口宣揚 祢是彌賽亞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尊崇祢名超乎萬名
祢的國度在天地之上 何等聖潔 永遠掌權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尊崇祢名超乎萬名
祢的榮耀充滿全地 何等榮美 永遠尊貴

【一生愛祢】
親愛的 寶貴耶穌
祢愛何等地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
愛祢是我的喜樂
一生愛祢 一生敬拜祢
一生愛祢 一生榮耀祢
一生奉獻 一生不回頭
一生愛祢 跟隨祢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嚴防被篡改的福音                   ⊙鄭信弘教師
經文：加拉太書 1:1-10
《約翰福音》第8章行淫的婦人，是基督徒耳熟
能詳的故事，講到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的婦
人來找耶穌，這原是講述憐憫與饒恕的故事，但卻被
中國篡改，他們把耶穌扭曲成拿石頭砸死婦人的罪
人，污衊耶穌的形象，同時引起中國基督徒的抗議。
這樣的教導，使得每位學生，被灌輸即便執法的人有
罪，執行國家的法律仍不該受質疑，而要順服，否則
後果如書所寫，法律會死。同樣的，我們對福音的認
識，很可能也是如此，人可能會因誤解或人因其他目
的，以致我們，把所領受的福音稀釋了，甚至是篡改
了。
而什麼是福音呢?有人說:信耶穌你就有平安，有
喜樂，但這個叫福音嗎?或認為信主後，就可以上天
堂，哈和路亞，感謝讚美主，請問這是福音嗎? 許多
人都在使用福音這個字，但卻發現內容完全不同，因
我們分不清什麼是福音?什麼是人對福音的回應。我
們應要留意，在教會常教導，基督徒聽道要行道，要
悔改、順服、成聖、要有文化使命，但這些並不是福
音，而是人對聽到福音之後，所帶出來人的做為，我
們不要混淆了。
福音是好消息，既是消息，所以福音需要被傳
揚，被聆聽的，這是最基本的，而福音的內容，是闗
乎上帝或基督所做的事，且是為人而做，若教會没
有傳揚關乎上帝或基督的事，那麼，即便教會做很多
事，不管多麼好，就是没有傳福音，也就和社會機構
没差別。如此提醒是憂心教會受這世俗價值觀的影
響，如第十節所說: 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上帝的
心呢？是討人的喜歡嗎？還是討上帝的喜歡?討人的
喜歡?若教會捨本逐末，不宣揚福音，則漸漸會挪移
帳蓬，離上帝越來越遠。
此外福音除對慕道朋友重要，保羅提醒,對已信
主的肢體同樣重要，他勸勉教會弟兄姊妹，我們領受
福音後，要靠福音站立得住，而不是領受後就把它丟
到垃圾桶，其次是要持守，若不能持守，則很快就
會離開上帝。(林前15:1~2)。所以我們需要靠福音得
救，需要靠福音成長，需要靠福音成聖。
所以我們不應把福音當成是某家電的使用手冊，
執行1,2,3的步驟後，就把手冊丟掉，不再需要它了，
並非如此。若深入認識加拉太書，可以知道福音不單
是進入神國的方式，也是基督改變人、教會、群體的
方式，若對福音的內涵有清楚的認識，相信一定可以
帶來生命的改變。
被篡改的福音
在6~9節保羅說若傳的與他所傳的不同，或與領
受的不一樣，那麼要受到咒詛。在前面1~5節的禱告
結束以後，保羅信的一開頭提到希奇，希奇二字表達
自己的詫異與驚訝，他而是單刀直入，甚至發怒咒詛
對方，是什麼原因，讓保羅那麼情緒化地生氣?

原來保羅希奇的是，這些初信者，怎麼那麼快地
離開了基督的恩召，跟從別的福音，像是一個叛徒，
轉移了原本效忠的對象，背叛了上帝的呼召，這個呼
召是恩典的呼召，保羅吃驚為什麼在一夕之間，轉去
相信別的福音。保羅警告並指控他們離棄召他們的
神，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別的福音」並不是指另外一種福音，不是說有
A福音，另外還有B福音，而是指他們信以假亂真山
寨版的福音，也就是假的福音，那樣的「福音」，這
與保羅所傳的福音有所不同。這是保羅痛心疾首的原
因，因此要寫這封信，希望能夠挽回加拉太教會的弟
兄姊妹，使他們能回歸正途。
其次，對那欺騙信徒的人，保羅表明他們該受詛
咒， 即便是天上的使者，甚至保羅自己，只要傳的
是扭曲的福音，就應當被咒詛，即他們與救恩無份，
保羅憑藉著什麼身份?竟能這樣說話呢?他在書的開頭
提到，他是使徒，不是出於某人的指派或某人所賦予
的，而是直接從上帝來的權柄，是受復活的主耶穌委
派與教導的人。我想保羅想要表達的是，他所傳講
的，並不是出於他的學習或研究，更不是出於他的聰
明智慧。他所傳的直接從神的啓示而來，這信息不會
更改，也不能更改。
律法主義的福音
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
要廢掉，乃要成全。所以我們要明白， 耶穌肯定律
法，保羅也說，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
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律法能使人知罪，有律法
才會讓人需要救恩，而救恩從神的恩典而來，律法有
它的功用，不要輕忽它。因此我們要律法但拒絶律法
主義，多二個字意思差很多，律法主義就是靠好行
為，靠做公德賺取救恩。
加拉太書提到「別的福音」，指的即律法主義的
福音。當時早期基督教的發展與猶太信仰有密切的關
係，那時基督徒手上所讀的聖經，只有舊約聖經，和
猶太人所讀的聖經一模一樣。當傳福音給外邦人，
會面臨窘境，即是否要先成為猶太人，才能成為基
督徒?即已奉主的名受洗的基督徒，是否要行割禮，
並遵守摩西律法?還是與這些一刀兩斷?面對如此的衝
突?保羅和他們爭論不休(使徒行傳15章)
當時保羅嚴正指出這錯誤的教導，最後在彼得的
見證下，還有雅各在會議中決定，要免去遵守摩西律
法，也不用受割禮。這告訴我們，即便人能明白福音
真理的內容，例如相信耶穌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相信耶穌復活的神蹟，也接受因信稱義，都很清
楚，但若認為福音除了要相信基督是救主之外，還要
加上人的行為，那麼就陷入律法主義。
結果:基督的救贖無效
即福音=基督+添加物，這個添加物，可能是讀經
禱告、禁食、穩定聚會、十一奉獻(在此没有否定這
些好的屬靈操練)，如此行是否會不知不覺，讓我們
的信仰生活，漸漸福音越來越遠，馬丁路德說：「我
曾經指望通過禁食、禱告、守夜，以此苦待自己來找
到良心的平安。但越是這樣努力，我經歷的平安就越

少。」，這使他最後痛恨上帝的義，因為上帝的標
準，他根本做不到，他没有靈裏的自由，只有上帝
律法的對他的定罪。
被律法主義捆綁的福音，使得福音受到破壞，也
隱含耶穌基督拯救代贖的工作，發生缺陷。即十架上
的寶血，能力有限，仍無法洗淨人的罪，耶穌說:成
了，但是律法主義說，還没成，還要添加人的好行為
(希望呈現敬虔屬靈的優越性)，才能得救。這觀念帶
出的結論是:耶穌的死是枉然多餘的，他的血是白流
無效的，難怪保羅也要駁斥他們，要咒詛他們，因這
樣的人，正把人走向滅亡的道路。
真正的福音
保羅傳的福音是:只能藉著相信主耶穌所做的救
贖之工，將人從罪惡之中挽回。因人是完全陷在罪中
而無法自救，也無法在自己的救恩上有任何作為，人
没有任何功榮，僅此而已，無其他條件。而保羅在那
時代所抗爭的，以及在馬丁路德那年代所對抗的，今
天也會經歷。今佈道傳福音時，最常聽到朋友說:善
有善報，所以信什麼教並不重要，宗教都是勸人為
善，他們用這些話委婉地拒絕我們，因為不清楚福
音，也就無法回應。
另外當我讀到因信稱義，就會望文生義地理解:
就是信耶穌後，做努力好事，以討上帝的喜悅，本以
為正確無誤，殊不知完全是背道而馳。馬丁路德在論
善工說:信心是果樹，行為是果子，好樹才能結好果
子，在上帝面前的內在信心，必定結出在人面前的外
在的好行為;而好果子無法使一棵樹成為好樹，好行
為也不能改變一個人，改變人必須由信心開始。
因為，當我們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裏的時候，受割
禮或不受割禮都沒有甚麼關係，惟有那以愛的行動表
現出來的信心才算重要(加五6)。相信上帝，信靠上帝
的人，會結出好果子，也就是呈現出愛的行動，但有
愛的行動，不必然會有信靠上帝的心。例如慈濟非常
有愛心，但他們生命不是在基督裏的生命，信靠的對
象也不是主耶穌。我們要很清楚這樣的教導，而使我
們的靈命可以成長更新。
結論:
盼望我們都能對福音有正確的認識，使得生命得
以天天心意更新而變化，同時學習，不讓自己停留在
屬靈嬰兒的狀態，使生命停滯。而是學習宣揚主耶穌
所傳的正確福音，使更多人得蒙救恩，以避免陷入錯
誤福音的迷惑，而導致瞎子引瞎子的情況，最後二人
都要落入坑裏，願我們都能在上帝面前，在基督裏成
為為主所用的門徒。
題目思考:
1. 什麼是福音?為什麼「別的福音」會破壞真正的福
音?其威脅是什麼?
2. 律法有什麼功用?它和律法主義有何不同?你可以辨
別嗎?
3. 你曾接觸過「別的福音」嗎?我們又要如何避免不
純正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