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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敬 拜： ---------------------  ---------------------- 神話樂團 

※如要奉獻，請自行將奉獻投入主堂後面的奉獻箱 

要將十分之一奉獻給神(瑪 3:10)，並且是甘心樂意(林後 9:7) 

報  告： ---------------------  -----------------    黃盟裁弟兄 

講  道： --------- 人生中的好消息(太 9:27-38) ----    黃銀成牧師 

回  應： ---------------------  ---------------------- 神話樂團 

祝 禱： ---------------------  -------------------- 黃銀成牧師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阿們！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
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
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 下
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升天
後，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
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
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
生。阿門。 

※教會財務報告： 
 (1)上週奉獻明細  (如需要奉獻編號者，請找金英姊，謝謝!) 

※主日奉獻：3738 
※什一奉獻：[#03]500、[#08]6000、[#14]5000、[#162]5000、[#42]1000、

[#132]2000、[#152]1500、[#153]6000、[#81]2000、
[#122]1300、[#164]4000、[#1070]4200、[#1089]1000 

※感恩奉獻： [#26]5000、[#81]2000、[#122]500、[#57]3000 

※新春感恩奉獻: [#林瓊華]1000、[#林登祿]10000、[#陳健財]6000、[#劉美
怡]1000、[#林登峰.呂素君]5000、[#謝素珠]1000、[#林信
夫]2000、[#豆鳳美]1200、[#張麗華]2000、[#葉素珠]7000、[#羅
雪梅]1000、[#莊和中]5000、[#洪清和]2000、[#主知名]81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 

【教會建堂基金】 [#陳建財]6000 
（目前累計:162846 元）    

※註：保羅基金為提供肢體裝備、訓練、短宣等屬靈事工，今年上、下半年度的預算各為五萬元，共
計十萬元，請弟兄姊妹奉獻、支持。 

(2)1月財務報告：(製表：金英姊)    

收入 支出 餘絀 銀行存款(含現金) 定存 教會總餘款 

230,871 189,465 41,406 826,651 500,000 1,34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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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1、 歡迎新朋友、弟兄姊妹全家一同來參加主日禮拜，願神施恩賜福。 

2、 教會訂於 3 月 12 日起每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共 13

堂課，歡迎報名上課。 

3、 教會預定於 4 月 4 日復活節當天舉行洗禮，如欲受洗者，請向行政

同工報名，並安排《基要真理》課程。 

4、 如尚未拿到新春祝福紅包，會後請找牧師抽紅包。 

5、 本週三禱告會暫停一次。 

6、 去年奉獻資料已經出來，請大家確認，如無問題，請在編號上打

勾。 

7、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週起教會除門口量體溫、噴酒精外，主日

時，二樓窗戶保持通風；另外台上服事者(包括講員、敬拜團同工、

司會)比需戴口罩。 

8、 二月份靈修書「活潑的生命」可向招待同工購買。請弟兄姊妹每日

讀經，天天讀經、領受神的話語，本週讀經進度列在下面。 

9、 因疫情關係，一、二月的愛餐暫停，如疫情緩和，教會則再決定恢

復愛餐。 

【代禱事項】 

1、 《國際》請為緬甸的政治局勢代禱，因近日軍隊發動政變，導致民   

選政府被控制，求主看顧當地福音事工。 

2、 《新春》讓我們為尚未信主的親朋好友禱告，求神   

使他們在這彼此拜年的節日，能聽聞主拯救的福音，並接 

        受救主，來到主前接受恩典。 

3、 《教會》請為教會在今年的事工代禱，求主看顧教會的各個事工。 

4、 《肢體》為以下肢體代禱：黃培(懷孕)、Babu(工作)、素琴姊(頸肩  

酸痛)。 

【讀經進度】 

02/14(日) 

02/15(一) 

02/16(二) 

02/17(三) 

02/18(四) 

02/19(五) 

02/20(六) 

02/21(日) 

靈修：太 13:31～43 

靈修：太 13:44～58 

靈修：太 14:1～12 

靈修：太 14:13～21 

靈修：太 14:22～36 

靈修：太 15:1～20 

靈修：太 15:21～28 

靈修：太 15:29～39  

由教會錄製每日的靈修分

享，可至教會 youtube，或

至下方 Qrcod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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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專輯】     農曆年的屬靈爭戰 
  

 

  屬靈爭戰是每一個人都會時常面對的？為什麼說農曆年屬靈的爭戰

會特別厲害？我們要先回到一個基本的觀念，什麼是屬靈爭戰？我們和

什麼爭戰？對象是誰？我們看雅各書四章 1～5 節然後讀 7 節，我們的

爭戰對象首先是私慾，第二是世俗，第三是魔鬼仇敵。我們是要與肉

體、世俗或者是錯誤的價值系統以及撒但爭戰。 

  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撒但，牠最主要的攻擊方式是利用錯誤的價值系

統引誘我們肉體的私慾，達到合法攻擊我們及打倒我們的權利。 爭戰

不只是面對面的和撒但摔角、跟仇敵爭戰，我們還要注意，在我們四周

都有屬世界的仇敵，甚至我們自己裏面也有屬肉體的敵人，有肉體和私

慾的干擾，撒但就藉著兩者來攻擊我們。  

  但為什麼農曆新年屬靈爭戰特別厲害？第一，在這段時間，拜偶像

的風氣特別盛！有很多的例子顯示，這段時間弟兄姊妹最容易靈命低

潮，需要輔導的個案也特別多、特別嚴重。 第二，因放假長，人往往

就放鬆了，以致讓世界更有機會來引誘我們的肉體，仇敵也比平常更有

機會來攻擊我們。舉個例子：祭祖的問題。表面上是祭祖，實際上是惡

者藉著錯誤的價值系統，透過我們的軟弱及家人的壓逼，逼使我們對仇

敵妥協，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攻擊。 

  另外，農曆新年基本上有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是家人關係的衝

突，平常大家各忙各的，一旦放長假回家，罪人有時間聚在一起就很容

易吵架，像是做家事時誰多做、誰少做，都能引發吵架，吃東西也吵、

看電視也吵，一年當中沒時間吵，都集中在這個時候來吵，所以農曆年

這段時間是吵架的溫床，罪人和罪人靠近，加上觀念的差異，摩擦破裂

就會產生（家人的關係便常因這樣的背景所造成），再加上生活懶散，

吃得多、睡得多，電視看得多，所以不少的基督徒不喜歡過農曆年，因

過完農曆年就近乎癱瘓。 其中電視的問題最嚴重，電視節目實在很沒

營養，可是大家還是照看，因為電視是最簡單的消遣，手指一按就可以

看了，也不用動腦筋，很容易將我們整個人的心思都霸佔了。有一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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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訪一位傳道人，他說他過年假期的情形很慘，幾乎是完全瓦解。傳

道人也是罪人，也會被電視解除武裝。如果我們不儆醒，這個假期過

後，我們就得花很多時間來收心。這是很普遍的現象，是我們必須要注

意的。  

以下是農曆年得勝的原則 

1、將時間奉獻給上帝 

  接著要和大家談談，如何過一個得勝的農曆年。要在屬靈的爭戰中

得勝，基本的原則都是一樣，不管是打「大仗」或是「小仗」，原則就

是：「不能自己去打！要讓主耶穌去打！」就是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奉獻」。請看羅馬書六章 12-14 節「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

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

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上帝，並將肢體作義的器

具獻給上帝。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

下。」奉獻！把自己交出來給主，讓主來為你打這屬靈的仗。奉獻！讓

上帝的恩典充滿你，恩典就是讓你有力量去實行上帝的旨意。奉獻！求

主的靈引導。奉獻！求主的恩典臨到，實現你的立志。 

  要把整個農曆年奉獻給主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把「時間」奉獻給

主，需切切的禱告，讓聖靈來引導你的時間，這是基督徒每天應有的動

作，但在農曆年更是要如此行，所有的失敗不是電視太厲害，而是我們

沒有將自己交託給主，沒有做時間的安排。所以應把假日奉獻給主，讓

上帝來引導你時間的安排，並且靠著主恩典的力量來完成祂在你身上的

工作，關鍵在於你有沒有將農曆年交託在上帝的手上？尋求主怎樣安排

並且繼續的禱告，上帝必要祝福你。  

2、透過「愛的團契」得勝爭戰 

  讓我們屬靈爭戰得勝，除了我們各人對主的奉獻之外，另外很重要

的是要有愛的團契，弟兄姊妹為你的代禱扶持非常重要，任何屬靈的爭

戰都不例外，我們必須靠著上帝的力量爭戰，靠主儆醒，靠著上帝透過

教會給我們的恩典得勝。再怎樣屬靈的強人，都絕不能離開主基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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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這讓我想到美國電視佈道家史華格失敗的鑑戒，這位傳道人靈修生

活非常好，每天與主親近一兩個小時，可是他為什麼還會失敗？因為他

沒有經常的請別人為他禱告，他最親近的同工也沒有為他的靈命作抵擋

仇敵的禱告，因此他就失敗了！  

  我們若是靠自己，爭戰一定會失敗，所以請求弟兄姊妹彼此代禱非

常的重要。請求別人代禱乃是謙卑的表現，我們應將農曆年奉獻給上

帝，並且請求弟兄姊妹的代禱扶持。所以在未來的這幾個禮拜中，你除

了自己要時時刻刻的儆醒之外，也不要忘了請你的同工及弟兄姊妹為你

禱告。我記得去年有好幾個牧區的弟兄姊妹非常的軟弱，都是藉著牧區

同工的代禱而有得勝的農曆年生活。 

3、農曆年時間的安排 

  緊接著我們來分享下一農曆年時間安排的原則，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休息，這個大家都不會忘記，但是應該包括身心靈都休

息，切記不要睡得太多，不然到時候上班、上學就會很辛苦。身體固然

要得到休息，但更重要的是靈裡能夠得到休息，靈裡要能夠得到更新。

首先要注意的是個人獨處、親近主，特別是讚美、感謝、敬拜，把前一

年的感恩事項記一記，你會發覺我們的上帝多麼好啊，感恩事項記得愈

多，你的信心便愈會提昇；其次是要為 2004 年做先知性的尋求，求上

帝藉著聖靈或藉著聖經對你說話，每一年教會都會選定一卷舊約經卷，

提供給弟兄姊妹在農曆年閱讀。  

  第三，做一些你平常沒辦法做的事情，像我們家的照片，以往就沒

時間整理，剛好趁這段時間可弄好。對知識份子的基督徒來說，讀好書

可以保守我們的思想免受仇敵的干擾，可以趁著長假讀一些好的屬靈書

刊。 第四，做家事，除舊佈新。彼此幫忙做家事是對家人愛的表現，

如果平常沒有做家事的習慣，剛好可以趁著這幾天回家做這愛的表達，

做家事是最實際的，你陪著家人做半天的家事，勝過你陪他們看三天的

電視。 

  第五，家庭聚會的安排。教會曾設計自除夕至初三的家庭聚會材

料，如果你能夠主導家人的家庭聚會，這些計劃可以提供你做參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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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有更好的構想，也可以考慮自己設計聚會內容。例如，如果電視

節目不適合觀看，可考慮選擇好的錄影帶，彼此介紹，不定要看十誡、

出埃及記等宗教片才屬靈，可選擇一些可供你思考，有意義的影片，看

完後可彼此溝通意見，或出外爬山、野餐，玩「合家歡」這一類促進溝

通的遊戲等。第六，各牧區肢體可以打電話彼問候，提醒，或背誦經文

以堅固信心，在軟弱的時候，彼此安慰鼓勵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七，提倡分區聚會，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彼此交通，禱告，或

是前幾天生活的分享，特別如果是已成家的弟兄姊妹，可邀請單身的弟

兄姊妹到家中聚會。 

第八，有計劃地組隊探訪弟兄姊妹未信主的家人，向他們問安與祝

福。農曆年可以像聖誕夜報佳音的情況，到有需要的家庭，唱詩報好信

息，特別是家中人口較少的弟兄姊妹，他們被探訪的印象會特別的深

刻。盼望在這農曆新年，弟兄姊妺能有計劃地從事探訪事奉，可能會比

在家看書所得到的收穫更大。愛，是永不止息，對你自己或對別人都會

有幫助，上帝一定會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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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聖經】     如何研讀聖經 
 

研讀聖經其中一個極好的方法稱為歸納法。這方法有三個步驟，依

序是觀察、解釋及應用。 

第一步：觀察 

經文的上下文怎麼說？ 

儘可能找出與上下文有關的事實,不要以為一切事都是順理成章、

理所當然，反倒要提出問題：何人？何事？何地？何時？如何？注意當

中有哪些顯示邏輯關係的連詞,如:因此、然後、以及、也、但是、然

而、雖然。有哪些重複出現的詞彙指出主要的信息？作者使用哪些元

素、論點或例證？ 

第二步：解釋 

這段經文要表達什麼？ 

經過了第一步驟，我們現在可以問：「從這段經文及上下文來看，

作者要傳達什么信息？他的用意是什麼？」觀察上下文的脈絡，才能瞭

解作者為何使用這些詞彙。隨著我們明白了作者的心意和目的,這段經

文就會生動鮮活起來。 

第三步：應用 

這段經文對我的生命有何意義？ 

唯有明白這段經文在作者當時的時空環境所代表的意義，我們才能

明白:「這對我有什麼意義？」我們要區分受限時空的文化背景,以及永

恆不變的原則。著重的焦點是經文的信息，用心思考這段經文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說明我們應有什麼樣的關係？」當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時,

聖經就會顯示出其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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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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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人生中的好消息──每個人都需要好消息而來的盼望 

經文：太 9:27-38 

 

 

 

三、用祝福取代 

 

 

 

 

 

 

 

 

 

 

 

 

 

 

 

 

 

 

 

 

 

 



 

 11 清心週刊 

 

 

 

 

 

 

三、用祝福取代 

 

 

 

 

 

 

 

 

 

 

 

 

 

 

 

 

 

 

 

 

 

 



 

 12 清心週刊 

主日服事同工&聚會時間 

  

發行：基督教竹南聖教會 

編輯：媒體中心文字組 

地址：350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212 號 

網址：www.tcchc.org    

E-mail：tcchc1952@gmail.com 

電話：037-469040  傳真：037-484622 

統一編號：15758832 

劃撥帳號：22581491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竹南教會)  

 

 

教會同工 
‧主任牧師／黃銀成  

‧執    事／陳金英、許仕忠(21) 

             豆鳳美、趙芳芳(22) 

             陳麗雲、郭卉婷(23) 

     

‧行政同工／楊惠恬、豆鳳美 

 上班時間：週一~週五早上 9:00-12:00 

 

值月執事 
1 月、2 月：陳金英 

 

日期 講  員 司  會 敬  拜 二樓招待     一樓招 待 備  註 

02/14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戴瑞鳳 

豆鳳琴 

林晉甫 

林昱彤 
 

02/21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邱智瑩 

葉瑞全 

王長富 
 

02/28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聚會名稱 時間 地點 上週人數 備註 

主日敬拜 日 上午 09:30 2F 主堂 66 人 
88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3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9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 小組長：鳳美 

2蒙恩小組 五 晚上 07:30 1F 副堂  小組長：卉婷 

2嗎哪小組 由小組決定 苗栗 ──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