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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的視鏡看懂世界



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

1.福音的深度內涵
2.福音的生命視角
3.福音的整全力度



6 我稀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
去從別的福音。 7 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
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8 但無論是我們，是天
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
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9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
應當被咒詛！

加拉太書 1

轉移一個人的效忠；軍中造反或叛逃的士
兵；一個改變政治或哲學立場的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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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
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9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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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更改的福音？
山寨版的福音

--當福音不再是好消息，
只是好建議、好主意。



就像真空狀態，只要讓空氣
進入，就再也不是真空。福
音一旦被更改，就再也不是
福音。



山寨版的福音
福音 = 基督 + X

屬靈

信
心

•我們因著信心的程度而得救。
•要保持得救狀態，需要設法營
造高度的屬靈渴慕。

•維持這種特定的屬靈狀態，是
透過堅定的信仰，對神的信靠，
委身的生命而得救。

•救贖來自我們的行爲。

得救





在一臺跑步機
上過生活，努
力成爲【好】
基督徒來博取
神的認同。



如果好人憑藉好行爲
能夠認識神，耶穌的
死就沒有必要；這表
示壞人沒有盼望接受
福音。



福音告訴我們：沒有人好到
不需要福音的恩典；也沒有
人壞到不能接受福音的恩典。



正版的福音
福音 = 基督

信心

得
救

•我們透過信心而得救。
•拯救我們的，不是我們信
心的程度，而是我們信心
的對象。

•救贖來自基督所成就的。
•恩典的福音



福音告訴我們，救贖來自基督所完
成的。拯救我們的，不是我們信心
的程度，而是我們信心的對象。



辨別福音真偽

福音 = 基督 + X

信心

得
救

福音 = 基督

信心

得
救



現今的教會如
何微妙的更改
了福音，摻雜
福音人工添加

物？
https://static1.koorong.com/images/p/12/oth/d-a/9780768489682@2x.jpg



如果撒旦真的控制了一個城市，
那會是什麼樣子？ ……長老會牧
師巴恩豪斯 ……推測，如果撒旦
接管費城，市内所有的酒吧都會
關閉，色情行業會被驅離，質樸
的街道充整潔俐索的行人，彼此
微笑。 沒有咒罵。孩子們會說，
“是的，先生”和“不，女士”，
每個星期天教堂都座無虛席……

卻是一個沒有傳揚基督的地方。



聖經與福音

有人講了聖經，
卻沒有掌握聖經
的故事全局來傳
講福音。



Without the gospel, a 
gathering of people, though 
they claim otherwise, cannot 
be an authentic church.

馬丁路德

沒有福音，一群人的聚
集，不管他們如何宣稱，
不可能是真實的教會。



https://www.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how&type=product&code=9789862771662

山寨版福音







耶穌是一張門票。當節目開演，我們丟棄門票。

Jesus is the ticket. When the show starts, we throw the ticket away.



Bank of Calvary GRACE CREDIT CARD

VALID FROM NOW
EXPIRES    NEVER

MR ADAM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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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ize Jesus Christ
商品化的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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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 and 
ev'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Frank Sinatra



Gospel is not a Burger King Franchise!

福音不是漢堡王連鎖店



馬丁路德

福音的目的不是把人送
進天堂，福音的目的是
讓人得到上帝。如果你
來到天堂，雖然沒有耶
穌你也很快樂，那麼，
你根本不該來。John Piper





ARE THE THINGS YOU A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我們賴以爲生的，多而有多；
但能爲之而活的，少之又少。

www.widewalls.ch/consumerist-culture-art-10-artworks/



山寨版的福音
--當福音不再是好消息，

只是幸福音。



薊馬(Thrip)
薊馬的為害：吸食植
物汁液維生，刺吸式
口器對表皮細胞破壞
少，吸食後植物外形
完整，沒有破損；但
是吸食造成表皮下的
細胞破壞，細胞內容
物被抽空，只剩外殼。

刺吸式口器



慎防屬靈的薊馬



被屬靈薊馬叮咬的結果
• 假裝
• 表現



信主

時間

表現

假裝



假裝

只給人好印象

表現

不給人壞印象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悅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
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
為自己編做裙子。

創世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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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
抵擋他。12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
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
去與外邦人隔開了。13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14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得
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
「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加拉太書 2



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
的面。 9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
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創世記 3



一個敬虔的團契不容許人成爲
罪人。因此，每個人都必然會
讓他的罪向自己及團契隱藏。
我們不敢成為罪人。許多基督
徒發現在義人中有真正的罪人
時，會感到難以想像的驚駭。
因此，我們持續與罪獨處，活
在謊言與假冒僞善當中。事實
上，我們都是罪人。
--團契生活，潘霍華



我們帶著一個虛假
的信念：有些地方，
神是找不到我的。
於是我們躲在自己
的小角落裏，安靜
而隱密的犯罪。在
這種環境中，敬畏
主並不吸引人。它
令人害怕與畏懼，
而不是驚訝與委身。

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
靈，我往那裏去躲避
你的面。
--詩篇139:7



屬靈租界區

我們不想相信我們所信的。我們知道福
音，卻不要讓福音引導我們的生活。内
心深處是自己的慾望在掌權。只有自己
的慾望和神不衝突，我們才讓神掌權。



如何防止被屬靈薊馬叮咬
• 仰賴神的恩典



http://sherrylynnmarie.com/wp-content/uploads/2016/12/Lighthouse-that-built-me.jpg

如果神任憑我們留在自己的隱瞞，讓
我們繼續私人的沉淪，這才是悲劇



神給門徒的禮物是一顆越來越像神自己的心。
神全知的目光會帶領我們的心來到陽光之下，
使它們更新。這是敬畏主的祝福，這是福音。



馬丁路德

敬畏主乃是認識我的生活
是在神的面前。認識這位
聖潔的神正看著我生活的
每一個層面。結果就是我
們清楚知道自己活在神的
鑒察當中。我們正大光明
地生活著，並且以喜樂與
敬崇的順服來跟從基督。



如何防止被屬靈薊馬叮咬
• 仰賴神的恩典
• 向自己傳福音



向自己傳福音，脫離假裝與
表現的虛假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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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問題，
知道自己的罪。





福音
恢復神造人的形像



耶穌基督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馬可福音1:15



生活應用

Life App
•你領受的是那一
種福音？

•你傳的是那一種
福音？

•每天向自己傳正
版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