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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信稱義 

 

  宗教改革 500 年了，當年（1517 年）改革先鋒冒死與羅馬教庭進行種種周旋。
這宗教改革由馬丁路德掀起，在與羅馬教庭爭辯時，他建構出「藉信稱義」及「十架
神學」神學思想，今天與大家分享「藉信稱義」。 

 

  馬丁路德認為稱義有三個特點，第一是被動的，人在得救稱義上是完全被動的，
在稱義事上上帝是主動的。第二是外在的，即上帝給罪人披戴上基督的義，這義並不
歸於和來自人的內在，不是人的義，而是神將義賜與人。第三是宣告的義，即法庭上
宣告無罪一樣，上帝宣告人為義，並且立即生效。 

 

  但路德「藉信稱義」思想卻遭到很多人誤解，以為基督徒從此不需要好行為，可
以任意而為了。其實這是對這思想的膚淺認識。路德強調，愛是信的明證，當一個人
真正信靠上帝之後，必然會有所改變，漸漸更新，做出充滿愛心的好行為。信是根基，
好行為是果實，是真信之後的伴隨產物。 

 

  路德的藉信稱義思想完全排除了人的努力，藉信稱義嚴格來講是指：人憑著上帝
所賜的信心（連信心也是來自神，不是來自人）作為容器或管道，來接受神的救恩，
得以被神稱為義。這裡的信是人完全倚靠上帝的恩典，人是全然被動的。正如經上所
記：「22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23因為世人都犯
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24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25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
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26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
耶穌的人為義。」（羅馬書 3 章）；「4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5惟有
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羅馬書 4 章） 

 

  路德又指出，信也能成全誡命，信將心靈與基督聯合，信最終也能成全律法。人
領受上帝的恩典只需憑著信，就在接受恩典時上帝與人聯合同在。自此，路德將上帝
的恩典與信心聯合，徹底排除藉任何行為獲得恩典的方式，解決了人如何得救的問
題。  

 

  弟兄姊妹，你可有與神聯合的信仰經驗？ 

 
孔啟源先生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以賽亞書 45 章 6-7 節 .................................... 眾  立 

啟：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別神。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没有別神。 

應：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3. 讚美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 眾  立 

1)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為大，恩澤無限，使我心靈歌唱； 

主言可靠，充滿寶貴應許；我靈，我心，因救主得歡暢。 

2) 我靈，我心，宣揚主名為大，宣揚祂大能膀臂成善功； 

自始至終，祂恩德永確實；主，大能聖者，堪當受敬崇。 

3) 我靈，我心，宣揚我主大能，世上掌權者都向主下拜； 

祂面光中，強傲者必奔逃，謙虛者得升高，飢渴得飽。  (間奏)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説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稱頌上主 (生命聖詩 13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22 章 15-22 節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章 1-10 節 

7. 獻詩 ........................ 新歌歡頌讚主名 (普天頌讚詩 96b 首) ...................... 詩  班 

8. 奉獻 ................................. 精兵興起 (生命聖詩 375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10 章 1-20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愚昧人立在高位 ......................................... 眾  坐 

11. 回應 .............................我寧願有耶穌 (生命聖詩 361 首) .......................... 眾  立 

1)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金錢，我寧屬耶穌，勝得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華宇，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  ** 

2)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稱頌，我寧忠於主，成全祂的事工；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名聲，願向主聖名永赤膽忠誠。   ** 

3) 恩主比百合花更加美艷，遠比蜂房蜜更加可口甘甜； 

惟主能滿足我飢渴心靈，我寧願有主，跟隨祂引領。   ** 

**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得世界榮華，富貴，聲望。 



 

 

 

 
12.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藍田堂免費「福音小曲班」：由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逢星期一上午

11:30-12:30 於康樂室進行，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到幹事辦公室報名參加。 

3) 會友大會暨 2018 及 2019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9 日早上 10:15（下主

日兩堂崇拜之間）舉行，請會友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及執事候選名單

已張貼於接待處。當天青成年主日學暫停一次。 

4) 本堂於 11 月 1 日至 7 日（星期三至二）一連七天晚上七時三十分直播第

23 屆培靈奮興大會，題目：「靈慾之爭：從羅馬書看基督徒成聖之路」，

由播道神學院郭文池牧師主講，請參海報有關詳情。 

5)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週一）舉行，行程為上午到沙頭

角參觀農莊和下午到大尾督燒烤，11 月 5 日開始接受報名，收費如下： 

* 成人：每人 200 元 

* 本堂全日制學生、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每人 120 元 

* 兩歲或以下兒童（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人 65 元 

6) 尚牧師和麥師母於 10 月 15 日至 26 日放假。 

7)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於 10 月 23 至 30 日放假。 

8) 堂役梁瑞芝姊妹於 10 月 23 至 26 日放假。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Praise God, you Christian all together ...................... 眾  坐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張大有弟兄 張大有弟兄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麥淑容姊妹 陳朝發弟兄 麥淑容姊妹 鄧民亮弟兄 柯綽瑤姊妹 連卓鴻弟兄 柯綽瑤姊妹 邱頌詩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溢輝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姊妹 林溢輝弟兄 楊穎君姊妹

招待: 趙惠蘭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淑敏姊妹 鄧孔炤弟兄 林文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葉翠蓮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袁麗娟姊妹 譚建偉弟兄 林小蓮姊妹 黃寶強弟兄 張滿嬌姊妹 周家揚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麥淑容姊妹 葉德誠弟兄 林禮標執事 曾建恆弟兄 馬君蕙姊妹 張漢榮執事 古海劍弟兄 劉柏堅弟兄

影音: 蔡加德弟兄 何淑怡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恩姊妹 徐俊榮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禮標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朱滔聰弟兄 葉佩鈴姊妹 梁銘章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林曉潼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廖煦瑤小朋友 盧芷恩小朋友 廖煦謙小朋友 羅卓翹小朋友

信實: 梁振平弟兄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李寶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綠）(10月29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10月22日) 

本月累積奉獻: $387,397  (包括發展及購堂: $110,900) 上週奉獻總數: $123,338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本週獻花: 呂潔儀姊妹

**************************************  奉獻  ****************************************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7年9月 常費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37,490         478,175    7,815        1,500       2,300        5,100       42,600          

現金支出 518,622         467,809    1,000        1,437       -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18,868           10,366      6,815        63            2,300        100          (776)              

固定資產 15,242,223    340,715    -                -               -                -               14,901,508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43,193      314,725    457,885    808,947   42,300      (17,650)    136,986        

其他資產 80,350           22,750      -                -               57,600      -               -                    

按揭貸款 (3,159,947)    -                -                -               -                -               (3,159,947)    

其他負債 (147,599)       (147,599)   -                -               -                -               -                    
淨資產 13,758,219    530,591    457,885    808,947   99,900      (17,650)    11,878,547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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