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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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葉素珠姊妹 

講  道： -------- 迎接第一道曙光(約壹 1: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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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5    
※什一奉獻：[#04]2000、[#26]5000、[#56]2000、[#75]3000、[#126]3000 
、[#132]2000、[#148]8000、[#郭卉婷]4700 

※感恩奉獻： [#148]6000、 [#主知名]1000、 [#主知名]25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目前累計：50800 元） 

【教會建堂基金】 
（目前累計:15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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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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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83 94,509 51,574 869,310 500,000 1,423,507 

 

※我們教會的原則：不推銷、不借貸、不談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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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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的壽星有：信助、麗華姊、素琴姊、雪梅姊、利瓊、家瑋、

長富、振芳等人，願神賜他們，請值月執事主持。 

3、 因疫情關係，一、二月的愛餐暫停，三月開始恢復愛餐，如有感 

動者請在招待桌上登記。 

4、 上週主日後進行執事提名信任投票，共計 28 票通過，新任執事為麗

雲姊、卉婷，任期為 2021 年至 2023 年。 

5、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弟兄姊妹參加主日聚會務必全程配戴口罩。 

6、 教會在二樓設有福音自助書房，歡迎大家多加利用，以培養閱讀屬

靈書籍習慣。另在教會一樓大廳放置有過期的週報、活潑的生命、

書籍，歡迎自取。 

7、 招待桌中上有「聽道/靈修筆記」，歡迎索取，一同將所領受的神話

語記錄下來。 

8、 11 月份的財務收支表已列在第二頁，請弟兄姊妹參閱、關心。 

9、 教會於明年 1/24 主日邀請劉曉亭牧師前來教會分享信息，歡迎邀請

親友參加。 

10、 明年的一月份靈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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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如要購買教會的福音月曆，可向金英姊購買，每份 100 元。 

【代禱事項】 

1、 請為懷孕的姊妹代禱：鳳玲、千慧。 

2、 請為新年度教會的事工代禱。 

3、 請為正在尋求工作的 Babu 代禱，求主預備。 

4、 請為每週主日的服事代禱：牧師講道、敬拜團、青少、兒童…等。 

【讀經進度】 

12/27(日) 

12/28(一) 

12/29(二) 

12/30(三) 

12/31(四) 

01/01(五) 

01/02(六) 

01/03(日) 

靈修：彼後 1:12～21 

靈修：彼後 2:1～11 

靈修：彼後 2:12～22 

靈修：彼後 3:1～9 

靈修：彼後 3:10～18 

靈修：約一 1:1～10 

靈修：約一 2:1～11 

靈修：約一 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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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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道】     跟隨耶穌的腳蹤 
──跟隨主耶穌不可缺乏的 4 種身份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執事 

經文：彼得前書 2 章 11-25 節 

 

每一位信靠耶穌的人都是在跟隨祂的腳蹤！

每個人從小到大都在學習，在生命中也會有一個

模仿的榜樣或對象。就像學習書法時要把正確的

範本放在底下，再把紙張放在上方以便臨摹，因

為要學習如何把字體寫好，這叫學習。從小我們

最直接學習的榜樣就是父母，所以不管是講話或

是表達的方式都會跟父母非常的神似，所以俗話說：孩子不能偷生。我

發現這真是非常的有趣！ 

如果有機會去買 DIY 的產品回來組裝的時候，也需要有說明書好

讓我們能夠照著去做，模型玩具也是如此，一絲一毫都不能有差錯，否

則就是失敗品。很多時候我們想要模仿、學習，結果卻學的不像！今天

回頭來看我們的生命，我們應該是要學習耶穌基督，因為祂是我們生命

中最大的榜樣。 

天主教中有很多的修行之路，他們盼望透過旅行能夠去思想關於信

仰上的美好。在第 9 世紀西班牙境內有一個朝聖之路，總共有 7 條路

線，分別可以從葡萄牙、法國出發，路程約 90 公里差不多是從竹南步

行到台北的距離，一千多年以來信徒絡繹不絕，他們很喜歡去走這樣的

路。 

不管是從那一條路出發，最終點站就是聖地牙哥大教堂。為什麼要

到這個教堂呢？相傳當年耶穌的門徒雅各就是葬在這裡。當年雅各的屍

身為何會被送到這裡呢？是因為當時哥倫布還沒有發現新大陸，所以一

般人都認為西班牙就是世界的盡頭。聖經中先知約拿逃亡的地方他施就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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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現在的西班牙。 

信徒們背著背包千里迢迢走在這條路時，大約需要花 5-6 天的時

間，每一天要走 20 公里，背包裡要帶上畫有十字架的貝殼，並且延著

上方畫有像貝殼紋路的藍色標誌邊走邊默想，直走到聖地牙哥大教堂為

止。雖然美其名是天主教的朝聖之旅，但其實有許多的非信徒也會來走

這條路，他們稱為放空之旅，因此這也是一條著名的觀光景點。 

他們走到一個叫做世界盡頭之路的地方，那裡距離海邊非常的近，

有一隻銅做的鞋子就擺放在石頭上，意思是說：前方已經無路可走了。

假如我們的人生也走到了盡頭那真是非常的可怕。就現代來說我們當然

知道非尼士特雷並不是世界的盡頭，但當時有一個傳說：如果走到世界

的盡頭，罪就會得赦免。這是天主教的立場！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在追隨一個迷思或迷信，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

今天要透過彼得前書 2 章 11-25 節來思想：到底在生命中要如何去做一

個跟隨耶穌的門徒。在 11 節到 20 節中彼得提到了基督徒有四重的身

份，我們要帶著這四重身份去過每一天。接下來的 21 節到 25 節則是耶

穌如何的去完成這四重身份，這就成為我們很好的榜樣。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既然我們是小基督就是要跟隨耶

穌，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更要來到神的面前學習這門功課： 

1.雖是短暫，卻是存留永恒 

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體會到的：你是一個短暫者。我們都只是在

短暫的身份中！在這地上沒有人是永恆的。盛極一時的亞歷山大大帝建

立了偉大的希臘帝國，然而在他 30 歲出頭就過世了，他在死前告訴他

的幕僚說：請你在我的棺木上挖兩個洞好讓我的兩隻手可以伸出來，我

要告訴世人我空空的來，也空空的走，我沒有辦法帶走任何一片雲彩。 

這麼偉大的帝王，他的帝國橫跨歐亞非，他曾經遠征到東方的印

度，這個人不得了。然而到了最後他卻說：我的人生是短暫的。所以，

我們一定要認知到在這地上沒有人是永恆的！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會過

去。因此彼得前書 2：11 節說：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

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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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客旅？就是人生好像是在旅行一樣。有一個猶太的老師有一

天邀請學生到家裡面，學生看到老師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就

覺得很希奇，說：你身為一個教授，家裡怎麼會什麼都沒有呢？老師回

答：我們的人生就像客旅一樣。當我們出去旅行時所帶的東西都是很簡

單的，沒有人去旅行還會帶著自家的冰箱。 

因此，要知道在這個世代沒有所謂的永遠！你所看到的美好、痛

苦、不公義…都不會是永遠，將來有一天都會過去。所以彼得說：你們

是客旅，是寄居的…。寄居講白話一點就是寄人籬下，我們的人生就是

寄人籬下！眼前的東西看起來是你的，從永恆來看卻是什麼也抓不住。 

如果你有寄人籬下的經驗就知道這一刻可能還住在這，下一刻可能

就在別的地方了。就好像背包客出去玩住在民宿，那只是短暫的停留而

不是永遠。要知道在今世你所得到的都只是短暫的！因此，你必須要為

著永恆來效力。彼得說：我們跟隨耶穌的其實都是短暫，所以！你所看

的、想的都一定要把永恆這個概念放進來。如果你做的這件事與永恆無

關那建議你不要做！因為那些都是短暫的。 

今生你所擁有的成就、美名、收入…一切都只是短暫的，因此要為

永恆效力，會牽絆你進入永恆的叫肉體的私慾。為什麼我們會在乎這

些？不是說你的夢想不好，而是這些都是短暫的。當王永慶過世前他在

海外有很多的投資，他是國內很重要的企業家，但等他過世後一切都空

空如也，什麼都沒有了。 

不管再怎麼偉大的計劃如果沒有為永恆效力就太可惜了！所以這告

訴我們今生不比永恆，我們要追求的是永恆。一個神的兒女要有永恆

觀！肉體會衰殘、面貌會毀壞，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中有沒有

追求永恆的生命。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

前 2:25) 

在這裡彼得也告訴我們什麼是耶穌？照管我們靈魂的是耶穌，所以

我們也要追求關於耶穌的事情！因為祂是我們的牧人，要把我們的靈魂

交給耶穌來管理。很多時候我的思想、情緒是自己在管理，自己管理就

容易進到肉體的私慾，但要追求的是：讓自己進入上帝喜悅的光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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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讓上帝來照管。你願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耶穌來管理嗎？這就是

追求永恆。 

2.雖是毀謗，卻是活出見證 

基督徒的生命告訴你：第一個是短暫的，第二個是會被毀謗！你躲

都躲不掉。唉呀…我是神的兒女怎麼會被毀謗？是的，我們就是活在被

毀謗的世代當中。這是個見不得別人比你好的世代，於是各種的毀謗就

由然而生。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神。(彼

前 2:12) 

這段經文簡單的來說：如果你被毀謗、攻擊了，就要好好的作你應

該作的，要有好品格、品性，讓那些毀謗你的人可以因為你的好行為，

轉而認同你的神是真神。但很多時候、很多人真的只是故意要來找麻煩

的。盡管如此！彼得說：仍然要保持自己屬靈的高度，別人的咒罵、不

公義的事情臨到你之時，不要降低自己的高度與對方一樣，因為如此一

來你與對方有何差別呢？ 

所以，要繼續保持屬靈的高度、愛主的品格，因為你有上帝皇室的

DNA，所以你不能降低自己的品格！因為你屬靈的高度並不是由別人

來決定的。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

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 2:13-14)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彼

前 2:25) 

這裡講到的就是見證了！現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正遇到烏煙瘴氣的處

境，在外邦或世俗的文化裡有很多是各懷鬼胎的環境，求神幫助我們不

要因著這些環境而改變了你的高度、原則、屬靈的 DNA，你不需要講

任何的話，因為上帝會幫你申張正義。 

聖經中提到亞倫、摩西和米利暗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團隊，他們領以

色列人離開埃及，一切將要塵埃落定準備進入迦南地的路上，這時亞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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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米利暗來找摩西並且毀謗攻擊他，原因只是因為他們覺得不公平：為

何上帝單獨只與摩西說話？亞倫與米利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 

此時的摩西一句話都不說，他不為自己辯駁！很多時候當遇到委

屈、毀謗時我們就會為自己辯護，然而羅馬書說：不要為自己辯護，申

冤在主、主必報應。這時上帝的手介入保護摩西為他辯護！這很特別。

你正在被人毀謗、惡意攻擊時，要知道你是神的兒女，神豈不會保護

你？在座當父母的，當孩子被欺負時一定會起來保護孩子，不是嗎？如

果是這樣的話，神也會保護祂的兒女。 

被人毀謗這件事是很痛苦的，每逢在服事時很大部份都是在這一

塊：內在的傷害。我們基督徒的生命中本來就是會被毀謗，不論是各種

的理由！但求神給我們力量，讓我們堅定起來可以為神做那美好的見

證。 

耶穌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

主。(彼前 2:22-23) 

為什麼我們可以不用講話？因為要知道有一位神祂是審判每一個人

的，所以你放心神會為你作美好的交代。在這位永恆的主祂的掌管之

中，我們的委屈上帝會祝福、申冤，感謝神！祂會為我們申張正義，因

為祂不會以有罪的為無罪。 

3.雖是自由，卻是神的僕人 

我們是自由的，但是保羅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

可作，但不都榮耀神。所以我們雖然是自由的，可是要知道我們也是僕

人。僕人和自由之間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或作陰毒〕，總要作

神的僕人。(彼前 2:16) 

信主之後我們不再被罪和壞習慣挾制，已經得著完全的自由，可

是！你不能夠濫用你的自由，在自由當中是要有節制的，在自由中是要

敬畏神，要有一個範疇。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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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這一切是有次序的！當我們口裡承認、心裡相信成為耶穌的

門徒之後，總是期望自己是自由的，生命中能夠充滿屬天的喜樂與平

安，因為這些是在地上得不到的。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的是：雖然我們

的期待是這樣，往往很多時候我們的生命中卻是面臨許多各種不同的爭

戰。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跟隨耶穌，我們有僕人的身份，要順服在上帝的

旨意中，別人可以做的我們卻不行這好像蠻受限制的。然雖喜樂和爭戰

這兩件事看起來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成為主耶穌的門徒後，這兩件事居

然是並存的！喜樂當中有挑戰、挑戰當中有喜樂。所以我們是自由的，

因為真理必叫我們得自由。可是不要忘記你也是神的僕人這是並存的，

主的僕人就只有一件事：順服。 

彼得在耶穌受害被釘十字架當天遠遠的跟從祂，他也曾經在雞叫以

前三次不認主，這是早年的彼得遠遠的跟隨。當他晚年時在彼得前書

2:21 節他說：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

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得晚年時因為信仰的關係被送到羅

馬，相傳他也即將為主殉道被釘十字架，他自覺是一個非常不配的人，

因此便央求能否倒釘十字架，因為他覺得十字架是耶穌榮耀的記號。 

後來根據初代教會文獻的記載，彼得就被倒釘十字架為主殉道了。

彼得在年輕時是遠遠的跟隨耶穌，如今竟然緊緊的跟隨耶穌到死，這是

他的生命。我們要當僕人，而僕人就是要順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是不要忘記：順服就是蒙福。因為上帝的律例典章就是這樣，在這個範

疇中自然就會蒙福。 

4.雖是受苦，卻是為了耶穌 

要知道你的受苦是為了主耶穌，這就有意義了。不要為了犯錯而受

苦那是很痛苦的。就像闖紅燈被懲罰了那沒有意義，受苦是為了主，這

才有很大的意義。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

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彼前 2:18) 

你要順服那些溫和的，好的主管你聽話這沒有問題，可是那些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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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麻煩、乖僻的，你也要順服，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的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你

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彼前 2:19-20) 

最後，我們的身份是受苦者！這你一定要知道。聖經中其實充滿了

這種受苦的概念，早期彼得寫信給初代教會時，他們正在面對一個很大

的苦難，當時的政府單位正在很不合理的逼迫、壓榨基督徒，原因是把

「禍」怪罪在基督徒的身上。嫁禍這件事情從古至今都有！1666 年發

生在英國倫敦的大火，當時損失極為慘重一共有 1300 棟民房被燒毀，

這場大火影響到現在的倫敦，如果沒有當時的大火倫敦現在的建設恐怕

沒有辦法這麼好。 

17 世紀的倫敦房子都是木造的，包括皇宮也是。這波火災起因是

一個麵包店的師傅忘記把火爐關掉，結果釀成了大災，大火焚燒了兩天

之久！導致英國當局無法處理，再加上前一年黑死病肆虐造成了 1/10

的人口死亡，這可以說是雪上加霜。事後當局想要找代罪羔羊於是把矛

頭指向當時的天主教徒。(這導致了一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號航向美

國，這也是感恩節的由來) 

現在回頭來看彼得的處境也跟一場羅馬的大火(公元 64.7.18)有關，

當時尼碌皇帝非常不喜歡羅馬的木造建築，他在元老院提改建的計劃馬

上就被反駁。所以尼碌乾脆就一把火把羅馬城燒掉，沒想到後來元老院

要求尼碌為這場大火負責，於是他就把全部的責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

也導致了基督徒後來長達 300 年的迫害。彼得寫信給當時的基督徒也勉

勵他們：雖然環境如此，但還是要順服。 

彼得前書有三大主題：受苦、順服、救恩。受苦是免不了的，一定

要順服。在這個世代我們都不喜歡苦難！但彼得說：即便受到了苦難但

請你去順服他。而為什麼要順服？因為基督耶穌的救恩，這是你所要盼

望的。你不單是天上的公民同時也是地上的公民！要好好按著地上的律

例典章走，雖然那些很多是不對的，但你會有一個盼望。 

哥林多前書 13：13 節說：如今長存的有信、有望、有愛。信望愛

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核心！信是過去我們口裡承認心裡相信，信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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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這是過去式，這是很重要的基礎。就像 101 大樓一樣信心就是地基，

如果地基(信心)不夠堅固建築就會有問題。接著樓層是用愛(這是現在

式)來建造，這個世代很喜歡談愛但是卻很少講到「望」。這個「望」就

像走到 101 大樓的頂樓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非常的賞心悅目，就好像整

個生命的藍圖就是如此！這是未來的盼望。 

為什麼可以順服是因為有一個盼望，這盼望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沒

有離開過你！過去是信心、現在是愛、未來是盼望。各位！我們真的要

把眼光放在盼望這個部份，否則我們只有看到現在(愛)這個部份真是太

累了。上帝給你苦難的功課為什麼你可以順服？因為看到盼望！耶穌在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父啊！倘若可行，求祢將這杯挪去…。這是我們在

困難處境中的禱告求主把這杯拿走，讓我能安然走過。耶穌接下來的禱

告是：但是…不要照著我的意思，乃是照著祢的意思。 

這是進階版的禱告！我知道我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一切以祢的意思

為主。很多時候面對苦難我們都希望就只是一場夢，那該有多好！？但

當苦難真實發生的時後，要來到神的面前學習耶穌的順服。神有神的主

權，我們的生命中總有苦難，但是不要忘記一開始所說的：我們是客

旅、寄居的，一切都是短暫的。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

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24) 

這是耶穌，是我們要學習的！祂可以走上這條路不是因為祂有多

勇敢，祂跟你我一樣是血肉之軀。今天你我所受的都不及耶穌所受的，

如果是這樣！要知道我們是很有恩典的，因為耶穌已經為你、我承擔

了。你的苦主知道、你的痛神也曉得！求神幫助我們順服在這苦難中，

順服、受苦以致於我們可以看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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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  員 司  會 敬  拜 二樓招待     一樓招 待 備  註 

01/03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01/10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蘇沛琳 

黃盟裁 

劉國政 
 

01/17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戴瑞鳳 

豆鳳琴 

林晉甫 

林昱彤 
 

01/24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邱智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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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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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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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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7 人 小組長：鳳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