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美中領袖明天將在印尼峇厘島會面，求
主在雙方心中引導掌權，讓整個會面能做出
對世界和平最有利的決議。

台灣:最近警方破獲詐騙集團各地監禁數十位
受害人，求主掌權讓所有共犯能被繩之於
法，也讓政府能加強法治，謁止類事件再次
發生。

教會
1、 願主使教會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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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未信者歸向基督。
2、 為三芝據點目前的運作禱告，在硬體設置順利
完成之際，外展活動也剛剛開始，求主並親自
引導當得平安的人，不單得著幫助，也能聽聞
福音，歸向基督。
3、 為教會每個家庭禱告，面對就業及經濟上的
需要，求主幫助都有能力勝過挑戰，生活不
致匱乏;也能靠主有喜樂的心，全家蒙神保
守。

報告
1、 歡迎新朋友蒞臨本堂，同心敬拜真神。
2、 本主日後召開長執會議於副堂集合，請同工預
留時間出席。
3、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下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
工預留時間參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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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救恩社會服務協會理監事會議於11/20(日)上午
11:30召開，地點在1樓副堂，請理事及監事預
留時間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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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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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貞蓉教師禱告信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親愛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上個月開始比較多時間在三芝這裡開展事工，
目前每週二早上會進橫山國小、週三和週五早上會
進三芝國小進行生命教育，橫山國小的主任還邀請
我幫他們開設一個四堂課的社團，帶領他們當中外
配的孩子，目前已經進行了兩次課程，真的很感謝
主的帶領。
    再來，當我們在思想要在這裡建立晨禱時，沒
想到剛好有一個跨教派的晨禱運動「關鍵100」，
我們就順勢加入他們晨禱的行列。從雙十節後開
始，每天早上6-7點在教會與其他教會連線進行實
體晨禱，結果才參與沒多久，就感受到了禱告的能
力。月中我們設計了11-12月的樂齡課程，在許多
人的幫助下很快就把DＭ印出，但拿到DＭ已經是10
月18日，還在擔心時間很短，會不會很少人來，沒
想到在神的感動幫助下，不到３天就已經有二十幾
個人報名，實在是很神奇，完全都是上帝做的，真
的是要把一切的榮耀歸與神！明天就要第一次上
課，目前有29人報名，求主與我們同在祝福一切過
程順利，滿有喜樂平安。
    之前和三芝國中教務主任約要談得勝者，但對
方因確診請假了好些日子，到這週二終於約成，沒
想到見面後發現主任是召會的姐妹，他得知我的目
的後便開始積極協助我可以進班，目前已經有說好
可以讓我進到裡頭所有的班級，每個班可以有三節
課，求主幫助讓我可以把握這些進班的機會，與這
地的國中生建立關係，讓教會與他們之間更加親
近。
    上個禮拜多寶和樂寶陸續確診，媽媽也突然腹
痛發現有腸沾黏的問題而住院開刀，在禱告時感受
到是屬靈爭戰，但內心也有平安相信上帝都會保
守，感謝主目前兩個孩子的身體已經恢復的差不
多，媽媽手術也順利已回家休息，求主掌權保守，
讓我們在前線作戰之時，後方有天使天軍四圍安營
保護，讓我們不致腹背受敵，相信上帝要在我們當
中彰顯祂的榮耀！
請各位為以下事情代禱：
1.為11月起兩個月的樂齡課禱告，求主保守每次上
課老師的出入平安，也祝福每個新朋友在過程中心
能柔軟，能夠對福音敞開。
2.為三芝校園工作禱告，為三芝國小、三芝國中以
及橫山國小的師生祝福，讓我能在當中與他們建立
良好關係，並建立他們來到教會的福音橋樑。
3.為兩個孩子的成長和旭志工作有神引導同在禱
告，求主讓多寶樂寶有好的學習，各樣發展都有神
的祝福；旭志在外送工作上有神保守一切平安禱
告。
4.為長輩身心靈狀況可以穩定、平安健康，家人心
能柔軟，讓福音能進到我們家族中有全家歸主的恩
典禱告。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
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
給你。」詩37：3-4
需要您禱告的旭志、貞蓉敬上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線上）
聖餐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聚會 / 時間/ 地點

地點
人數
正堂
100（12）人
正堂
86人
B1/會議室
9人/6人

禱告會/11月\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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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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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13 ( 日 ) 2022 . 11 . 20 ( 日 )
邱皇銘 執事
林慶豐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二團
敬拜二團
陳志宏 牧師
陳毓華 老師
黃俊元 執事
劉世煌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鄭惠蓁 姊妹
曾頎峰 弟兄
董仁章 顏士閔
董仁章 姜俊良
吳秀梅 陳麗書
吳秀梅 陳麗書
陳渫慧
邱美葉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2. 10. 31 (一）～2022. 11. 6 (日)
自由奉獻 --1,300元 收入
321,370元
主日奉獻 9筆 14,400元 支出
330,686元
十一奉獻 34筆 179,27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2筆
2,000元 A弟兄  ＄2,000元
特別奉獻 -----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2筆
2,500元 C姊妹  ＄1,000元
D姊妹  ＄1,000元
宣教奉獻 9筆 106,900元
慈惠奉獻 2筆 12,000元
鮮花奉獻 2筆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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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加三1~14

四、證道……………………陳志宏牧師
注目看耶穌
五、奉獻……(祢為何揀選我)…陳貞蓉教師
六、報告……………………陳貞蓉教師
七、祝福……………………陳志宏牧師

貳 敬拜詩歌
【恩典已降臨】
將軟弱變為剛強 貧窮成為富足
瞎眼得看見 哀哭變為跳舞
一切山窪都填滿 崎嶇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覆庇我 戰勝試煉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重擔都變為輕省
神的恩典已降臨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倚靠全能神 沒有難成就的事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坐在寶座上 聖潔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寶座上 尊貴羔羊 我們俯伏敬拜祢
頌讚尊貴 榮耀權勢 都歸給祢直到永遠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唯有祢 配得敬拜和尊崇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我們高舉 祢聖名直到永遠

【主你永遠與我同在】
危難臨到我信靠你 深知你必領我度過
你信實為我堅持 到最後
當暴風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至畏懼，
你是我的牧者我所倚靠，
每個夜，每一天，我知你永遠在身邊，
主你永遠與我同在，在你裡面沒有改變，
你的堅定，從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遠，
靠你豐盛應許站立，我的未來在你手中，
堅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如何活出福音                      ⊙鄭信弘教師
經文：加二
在這充滿罪惡的世界，人無法自救，唯有上帝所
賜的福音，是我們的生命的盼望。只是並非所有人都
能得著，其因不外乎對福音没有正確的認識，很可能
是傳的人並没有好好地傳，或傳的人講得很清潔，但
聽的人理解錯了，如同加拉太教會去隨從別的福音。
浪子的比喻提到小兒子要分家產，並放緃情慾生
活，最後耗盡錢財，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回家當父
親的雇工。這時父親動了慈心，與他連連親嘴，為他
準備豐富美食，吃喝快樂，大兒子知道後，勃然大
怒，不肯和弟弟用餐，為什麼?
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
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
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
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路15:29~30)
大兒子盡力服事並順服父親，認為其行為可以討
父親的喜悦，而從他的抱怨可知，他並非甘心服事父
親，他的服事是有條件的，認為理當得著回報。他眼
中只見弟弟的罪行，卻無視他的悔改，人遺憾的是，
大兒子與父親朝夕相處，卻無法理解父親的心意，他
實在離開父親的心太遠了。而我們是否也曾有大兒
子的心情?以下我分三點來來看，如何活出福音的生
命，不致有大兒子的心態:
一、辯正福音真理(1~10)
加二與徒十五耶路撒冷舉行的會議是相關的，也
就是保羅遇見主以後，過了十四年，因出於上帝的吩
咐,而去耶路撒冷。他為什麼要去?他說要把「在外邦
人中所傳的福音」，再對耶路撒冷的弟兄說一次。
不知大家是否會困惑?因傳福音多半回報傳福音
的過程或成果，但這裏保羅並不是如此，他不是跟他
們講如何向外邦人傳福音，而是把對外邦人講的福音
內容，同時也對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再講一次。
為什麼?因為怕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不明白真正
的福音。即什麼是福音?和什麼是人對福音的反應?耶
穌說他是葡萄樹，而我們是枝子，當我們在耶穌裏
面，就可以結果子，而枝子離開樹，就不能做什麼。
慈濟信眾心中也會有我們說的平安喜樂，但他們的生
命並不是連在基督的生命裏，同樣地，所謂福音，即
在傳講基督，而非信基督後人的回應(即果子)，因此
除了在傳講樹所結的果子之外，焦點是放在葡萄樹
上，也就是基督身上。因此保羅去耶路撒冷，與當地
領袖再次傳遞並確認福音的本質，避免正確的福音被
別的福音取代，因為這關乎一個人是否得救。
而什麼是錯誤的教導使他們成為奴隸，同時把在
基督的自由奪走?使徒行傳十五章裏記載猶太基督徒
認為，人信基督還不夠，還必須加上律法，如此才能
享福音的好處。猶太人習慣用守律的方式，來交換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應許(殊不知神的應許是不加條件
的)。聖經有許多例子:在福音書記載，有一個律法師

要試探穌，說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路
10);另有一位有錢的少年官，也謙卑地跪下來求問耶
穌:良善的夫子，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可10)
，這二個人最後都與福音失之交臂。為什麼?因為他
以為得永生需靠人做善行而來。
因此從信仰層面，他問錯了問題，因為人不能
靠做什麼，承受永生，聖經告訴我們，人必需要信
耶穌，才能承受永生。永生是上帝主動賜給我們
的，只有人願意信靠上帝，才可以得著，而不是做
什麼得來的。恩典是上帝單方面的作為，是祂主動
白白賞賜給我們的，不是我們這個人有什麼豐功偉
業。因此我們要記得:人被上帝愛，被上帝揀選是
没有理由的，最起碼不是我們好，相反地我們都是
罪人，當上帝說愛你，就定意要愛你，没有附加條
件。如果你以為上帝揀選你是因你的表現很好，那
麼你所傳的就是別的福音，是假的福音。
所以保羅和加拉太教會說明，他已上耶路撒
冷，要去澄清並和領袖們確認這樣的危機不會發
生。要把福音的真理，就是神兒子死了，埋葬了，
復活了，人相信神的兒子的所作，不需要再加上什
麼，即可得救，若是加上了什麼，就破壞了這福音
的恩典。同時帶著没受割禮的同工希臘人提多去，
這些領袖並没強迫提多受割禮，證明耶路撒冷的領
袖同意，在基督裏的信是得救的必要條件，其他人
為的表現或儀式並非重點，他們認可保羅的事工，
所以就用右手行相交之禮，也就是握手表示認同。
二、不靠守律法稱義(11~14)
按猶太人的傳統習俗，他們不與外邦人吃飯，
因為他們有許多禁戒的食物。彼得是嚴守律法的
人，不要說在一般日常生活，即便在夢境中，仍堅
持不吃不潔淨的食物，直到聖靈一連三次告訴他，
被潔淨的東西，不可當作俗物，而那時，他才和外
邦人同桌吃飯(徒10)，耶路撒冷會議中，彼得也同
意不要把希伯來祖宗和外邦信徒所不能負的軛放在
他們身上(徒15:7~11)。可見彼得已經修正對外邦人
不潔淨的看法。
之後彼得到安提阿和外邦人一同吃飯，這時有
猶太基督徒來，因彼得怕這群人批判他，就從飯桌
中離開，不和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飯。而彼得的軟
弱，也感染到其餘的猶太人和巴拿巴，他們也和彼
得一同隨伙裝假。保羅用嚴厲的詞—“裝假”說明
他們的言行不一，此外彼得的膽怯退縮，對安提阿
教會的肢體，也造成福音的混亂，使得福音真理的
一致性，發生很大的疑問。
可想而知，被劃分出來的外邦信徒，會感到難
堪，甚至是羞辱，而這種羞辱，並非出自外來的迫
害，而是同為肢體的主內弟兄姊妹。所以保羅就在
眾人面前糾正他們，因若不嚴肅處理，結果可能造
成外邦信徒與猶太教會之分裂，這是很嚴重的事。
彼得的失敗提醒我們：我們必需在真理上站立得
住，反之若站立不穩，遭遇試煉或逼害，便很容易
跌倒失腳。

三、因著信 為主而活(15~21)
一開始連彼得這樣的使徒都認為得救恩需要用
律法加上信耶穌，因此我們更需以謙卑的態度來學
習如何活出福音的生活。我們要問，信是什麼?信就
只是相信某件事的事實?或信是從人的內心所產生的
東西，好比對某價值觀的把握或堅持?例如人權、自
由，但這些都不是基督信仰所談的信。
若我們把信心，定義為人所成就的事，這就破壞
了基督的工作，而退回到靠自身努力得救的路徑。
首先，保羅書信所提到: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8~9)。可見人的信是從神而
來，而不是人自己產生。
而義是指被上帝稱義，是被上帝賦予的，可想成
上帝的義袍披在人的身上。所以因信稱義較好的翻譯
人是藉著信被稱為義。因此要留意不要把信當成是作
公德，而是相信上帝在基督裏給我應許的一切，是在
基督的應許裏，不是在個人的想像中。
保羅知道律法的功用在使人知罪，並且定罪，且
律法不能救人脫離罪，即律法無法帶給人勝過罪惡的
能力。好比政府訂定交通道路處罰條例，它可嚇阻人
違規，但無法杜絶人違規，政府的法律並無法阻人從
此不再犯罪。
每個接受基督救贖的人，不但罪已得赦，舊我也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雖然我們並沒有被釘死了，但
基督已死在十字架上，已替我們死，如此祂的死也等
於我們死了。因此律法已不能再要求我們，罪的刑罰
已不能再臨到我們身上。另外生活上也不再受敗壞的
舊老我支配，因老我已與基督同釘死十架。基督救贖
的恩典的內容，不但包括讓我們脫離罪惡的力量，也
包括救我們脫離舊我的敗壞。
如此我們行事為人，不再為自己活，乃是依靠基
督且心裏願意為基督而活。以前肉身活著是為個人享
樂和利益，現今卻是藉著信，為愛我，又為我捨己的
神而活。因著這樣的目標，就能幫助我們遠離一切罪
惡與試探，使我們願意追求敬虔聖潔的品德，而這就
在基督徒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就勝過律法受恐懼與
刑罰的催促而勉強的行善，而前者是活在福音之中，
後者是在活在律法的捆索裏。
若行割禮才可以稱義，也就是義若是藉律法得
的，那麼結果就是廢掉神的恩，最後導致基督的死是
徒然的了。若我們能夠自己救自己，那基督的死就毫
無意義，相反地，我們能意識到無法自救，那麼基督
的死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切，並且我們會喜樂地服事
主，並以此度過祂所賜給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活在
福音之中，而不是律法之下，並使我們的生命得自
由，生命的呈現也能與所蒙的恩相稱。
題目思考:
1. 你認為人為什麼習慣藉著行為表現得著人的看重?
而從信仰的角度，有何不同?
2. 為何保羅要對彼得嚴厲的責備?若你遇到相同的情
況，會怎麼做?
3. 什麼是”別的福音”?已信主的基督徒又如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