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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約翰壹書 3章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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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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陳金英姊妹 

講  道： ------ 擦亮你生命的印記(約壹 2:28-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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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   
※什一奉獻：[#80]27000、[#03]500、[#81]2000、[#120]2000、[#122]1300 
、[#126]2000、[#141]2000、[#152]1300、[#153]6000、[#162]5000、

[#164]1000、[#1089]1000 

※感恩奉獻： [#1061]5000、 [#03]1000、 [#主知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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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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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778 236,094 -117,316 806,191 500,000 1,30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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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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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訂於 1/31 主日後在副堂將由盟裁現場春聯揮毫。 

4、 今年《新春禮拜：向耶穌拜年》訂於大年初一在 2/12(五)早上 10:00

舉行，如弟兄姊妹要分享、獻詩、表演等，請在招待桌上登記。 

5、 曾擔任本會第 7 屆牧者(1954 年-1956 年)的莊進源牧師已於 1/2 蒙主

恩召，請為遺族代禱。 

6、 教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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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恭喜千慧於 12/31 順利生產，母女均安，請為千慧的產後身體恢復

禱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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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2 月份的財務收支表已列在第二頁，請弟兄姊妹參閱、關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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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請為懷孕的姊妹代禱：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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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日) 

01/11(一) 

01/12(二) 

01/13(三) 

01/14(四) 

01/15(五) 

01/16(六) 

01/17(日) 

靈修：約二 1:1～13 

靈修：約三 1:1～15 

靈修：太 1:1～17 

靈修：太 1:18～25 

靈修：太 2:1～12 

靈修：太 2:13～23 

靈修：太 3:1～10 

靈修：太 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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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動盪不安的時代中 
──無論環境如何，用這 5 件事來堅固你的信心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執事 

經文：彼得後書 1 章 1-11 節 

 

2020 年是非常困難、險峻，也無法彼此信任

的一年，這一年當中環境變化、生活模式也改變

了。今天是 2020 年最後一個主日，我從來沒有

這麼困難的去預備一篇信息！我本來想要講聖誕

節，所以我細讀了 QT 的經文，看到天使、馬利

亞…等等，我內心就非常的興奮，對…現在還在

聖誕節期當中，這就是我要講的。 

雖然我想要分享這個信息，但是內心中卻也有很大的無力感！因為

在這一年當中變動非常大，這是個動盪不安的世代。這種情況下我沒有

辦法告訴弟兄姐妹說：當你碰撞受傷了，只要呼一呼事情就過去了，上

帝會保守你、給你平安。這種話我說不出口！ 

因此，我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禱告：在這麼險峻的一年當中的最後一

個主日，我該如何面對？因此，我有很大的感動！我們還是要回到聖經

中找答案。在這變動的時代要如何的走下去？所以，今天要用彼得後書

1:1-11 節來代表 2020 年的最後一個主日分享。 

老彼得即將要面對他人生的終點，看到後面的經文就知道距離他歸

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我想他在羅馬的監獄之中恐怕已經聽到一些風

聲，他即將要為主殉道。彼得非常的清楚這條榮耀的道路是必走的路！

因此他在監獄中什麼事都不能做。就好像今天的你、我因為疫情、環境

的險峻就被困在監獄、枷鎖中，不是嗎？ 

我們好像什麼事都不能作？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信心來牽引你

繼續的來到神的面前，用信心來抓住神。在看似什麼都不能作的時候，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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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彼得是用信心來抓住神。你正在牢房中？正被枷鎖捆綁之中嗎？但願

今天的經文能夠成為你的幫助。我們的信心很容易動搖，很多時候不是

的那麼堅定！透過這 5 件事來幫助你： 

1.認識你的身份 

你要認清楚你的身份！你是誰？你一定要清楚。這個世代的孩子都

在追求認同，透過遊戲、透過分數來獲得同儕的認同，甚至於有些人是

透過情感來得到認同或接受。所以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而

你的身份是沒有辦法動搖的。 

1917 年在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北邊也有一個強

大的帝國俄羅斯，尼古拉二世是俄羅斯的最後一任君王。每當改朝換代

時最後一任君王是最倒霉、光景也是最差的。中國的末代皇帝傅儀還在

紫禁城待了十幾年，生活還過的不錯。然而尼古拉二世這個皇帝卻做的

很窩囊。 

當整個紅軍(時稱二月革命)攻破皇宮，軟禁了所有的皇室成員並且

無所不用其極的侮辱他們。第二年 1918 年紅軍在皇室成員的住處用槍

掃射處決了他們(現今在皇室的遇難之處已被改建成為東正教的彼得保

羅大教堂)。幾年之後有傳說尼古拉二世的小女兒安娜公主還活在人

世，這件事讓當時的人引頸期待，認為至少皇室的血脈還存留著。 

當時這事引來了不少冒名頂替的人，紛紛宣稱自己就是安娜公主。

最後其中一位自稱是安娜公主的人得到了認可，於是她便享受了一生的

榮華富貴直到 1984 年才離開人世。直到 1991 年早期的蘇聯完全瓦解

後，世人才有機會進入那些原本被共產黨隱藏的地方，並且找到資料後

也確認當時遇難的成員中包括了安娜公主！這故事後來還被拍成電影

「真假公主」。 

這個冒牌公主過完她的一生最後卻留下臭名！我們在這裡思想：你

是屬神的兒女這個身份需要去證明嗎？那個 DNA 是永遠留在你的生命

裡面的。以弗所書中說：這是聖靈的印記。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需要假

裝成基督徒嗎？根本不需要！因為你本來就是。 

這些年牧師的服事不下幾次有一些的拜訪，對方說他是基督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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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會…等等。可是我東看西瞧都不覺得他是基督徒！基督徒會有基督

徒的品格、DNA，我們在這個動盪不安的環境中要如何繼續堅定的走

下去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你一定要認清你的身份。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救主

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

識神和我們主耶穌，多多的加給你們。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

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

後 1:1-3) 

在這裡講到了你是誰： 

服事者：彼後 1:1 作耶穌基督僕人… 

使者：彼後 1:1 使徒的西門。彼得… 

信心者：彼後 1:1…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蒙恩者：彼後 1:2 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被呼召者：彼後 1:3 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主。 

彼得道出了我們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一定要認清自己的身份，不

然你就會隨波逐流、你的眼目就轉移了。你是這樣的人嗎？有這五重身

份在你生命中嗎？當然是！所以你要把這五件事情放在自己的生命裡。 

2.領受神的應許 

神本來要給我們的就是應許！我們的信心是建立在聖經中神的話語

上，聖經中神的話句句帶著應許、帶著恩典。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份。(彼後 1:4) 

上帝要給我們這既寶貴又極大的應許，但是問題來了！神要給你應

許之前你會遇到兩件事： 

1.情慾的敗壞，這叫人性：每一次在主日總是覺得好榮耀，但是一

離開教會馬上打回原型，脾氣就不好了、性格就不對了，我們常常就是

靠不住很軟弱。 

2.與神的性情有份，這叫神性：我們有人性，人性是軟弱、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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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我們要進入神性，而這個神性不是你自己能夠得著的，是要透

過信心！信心越多的時候就會有上帝的性情在裡面。 

也就是說上帝要給那些在「神性中」的人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講

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不公平！難道不是神愛每一個人嗎？根據約

翰福音 3:16 說：神愛世人。這個「世人」的希臘原文就是普天之下各

族的人！既然上帝愛每個人，怎麼會只有在上帝的國度裡面的上帝才

愛，而不在上帝的國度中的上帝就不祝福他了嗎？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告訴各位，是的！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國家有國

家的法律、交通有交通的規則，你必須要按照規則而走。你不能開車蛇

行、亂走還想要平安到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離開了這個範疇

就沒有辦得到這個恩典，今天魔鬼撒旦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讓你離開神

性、神的同在進入到人性之中。 

當你離開那保護的範疇之後，再告訴你：安啦…放心，神愛你。耶

穌愛你、我也愛你！魔鬼撒旦都可以這樣講。可是這不是真理！真理在

於你必須要領受神的愛，是建立在神的國度、神的保護範疇之中。然而

今天的我們有許多情慾的敗壞，這是地雷。怎麼辦？趕快再回到神的保

護之中，否則會被罪惡所勝。在這個不安的世代中我們會懷疑神的應

許，因為環境太困難、處境太堅困了，求神幫助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進

入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

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 1:20) 

在基督裡得應許、得榮耀！神的應許不管有多少在基督裡都彰顯出

來，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原文：阿們〕耶穌講的阿們就是實在

的。在基督裡面、上帝的應許之中就是實在的、就是恩典、就是可以得

榮耀。不是在你的思想裡面而是在基督裡！我不知道 2021 年的疫情會

如何？也不敢去想像未來！但是…不管光景、局勢會如何，請你記住要

繼續的站在上帝的應許中。 

3.進入水深之處 

水深之處沒有人要去！這段經文是根據路加福音 5:4 節：當時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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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結束一天的工作正在洗網子，因為前一晚整夜都打不到魚，這時耶

穌正在海邊講道門徒圍繞著，海浪不斷的拍打、船就載沉載浮，彼得的

船就在邊上。耶穌看來看去那制高點就是站在船上，這樣講道是最快，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祂。 

耶穌那天講了什麼聖經沒有記錄下來。然而！彼得一行人非常的疲

乏，因為一整天的工作下來居然是徒勞無功。當耶穌講完道之後，對西

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路 5:4) 

喜歡玩水的人就會知道，越離開岸邊海的深度就越來越恐怖，水深

之處是非常恐怖的事情。然而彼得因為順服耶穌就進到水深之處。水深

之處沒人想去，但是常常卻是神要我們進入那水深之處，因為那是神的

應許之所。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

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賽 54:2-3) 

當神要擴張你的境界的時候，沒人想要！因為那太累了！然而這卻

是上帝恩典祝福的痕跡，神的兒女在哪裡，哪裡就有祝福。水深之處你

也可以不要，但是就沒有經歷神的機會。 

今天我們在動盪不安的時刻該怎麼辦呢？根據彼得後書 1:5-8 節的

經文：你要分外殷勤以下的事 

屬靈：信心→德行→知識(對神的認識) 

困境：節制→忍耐→虔敬 

愛裡：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 

這是三方面屬靈的操練！彼得挑戰我們：在困難、進入水深之處，

要如何擴張你的信心？講都沒有用，要去做、要去走。今天很多人正在

紅海之中！他們走過紅海之後經歷了屬靈、困境、愛裡的這種操練，如

果你沒有經歷紅海，請你不要評論經歷紅海的人。除非你走過紅海你才

能評論他，否則你沒有辦法評論他！如果你沒有約伯的經歷，也請你不

要評論約伯因為你根本不是他。 

真正在苦難中的人，他們正在學習虔敬、敬畏神的功課，這件事情

不容易。我們都是在做訓練的事，不是嗎？當你在岸邊看到那些在水深

之處的人，請你不要做任何的評論！因為沒有任何的意義，除非你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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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神要幫助你成為老手、專家，那你就去水深之處。 

彼得很清楚這個道理，他即便在監獄中被困住了就好像在水深之

處，但在這個地方他仍然用信心來抓住神。所以彼得說：你們若充充足

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

結果子了。(彼後 1:8) 

4.避開屬靈危機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近處的，(彼後 1:9) 

為什麼在動盪不安的時刻我們的眼睛會模糊、看不清楚？這裡所說

的「近處」原文指的是近視，你只能看近的地方，沒辦法看遠！也就是

說：短視。我們只看到眼前的：每天的衣食住行、娛樂。不是說三餐不

重要，而是如果只有把焦點擺在這上面的時候，你會眼瞎看不清楚。這

是屬靈的第一個地雷！ 

…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彼後 1:9) 

一方面你只看近處，同時也忘記你是誰，忘記上帝在過去的日子當

中如何的恩待你。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很多時候最怕的就是忘記神，

忘記神在你身上的作為，這是屬靈的地雷與危機。彼得告訴我們在動盪

不安、困難臨到時的時候，最怕的就是這兩件事！ 

我再說：這是魔鬼撒旦的技倆！牠要把我們拉出神的應許中，牠在

找陪葬品，因此我們不要被牠騙了。彼得前書提到：魔鬼就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尋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

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彼後 1:10) 

你要堅立的穩！在風暴、動盪、險峻的疫情中，要繼續的走下去。

每一天我們都會遇到這些困難，箴言 4:23 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

保守一切，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所以要保守我們的心，就像保

護雞蛋一樣避免它破掉，否則就非常的麻煩。 

5.同享基督的國度 

我們一直活在兩個國度中，一個是地上的國，每天都有不同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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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工作、身份，我們有上帝託付給我們不同的工作。然而我們還有一

個身份是在神的國度，而且神願意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

國。(彼後 1:11) 

神的國度是豐富的，神也歡迎你進入這個地方，神不會刁難你。這

個世代太多的刁難，早期去政府機關單位跟公務人員打交道真是痛苦的

不得了，這不行、那不行的。但是神的國歡迎你、願意你進到神的國度

中，而且是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在動盪不安之中你要思想天上的國，活在天國中、永恆的裡面。

這個世代全部都會過去，不要一直抓著自己。動盪不安的時刻定睛在十

字架上！有一首詩歌叫雲上太陽，要透過信心的眼睛看到烏雲密佈背後

的那位神。生命中有很多的困難，在 2020 年我不曉得你的光景是如

何？一開始牧師講到這個信息對我來說是很難分享的，但我也求神幫助

我們能夠用信心來對焦神。 

 

【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活潑、以斯帖、得力小組(01/05) 

 

 

 

 

▲青少牧區(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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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擦亮你生命的印記──用 6 個法則來離開罪惡生活 

經文：約壹 2:28-3:10 

 

 

 

 

三、用祝福取代 

 

 

 

 

四、要格外小心 

 

 

 

 

 

 

 

 

 

 

六、凡事讓主來 

 

 

六、凡事讓主來 

六、凡事讓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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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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承宗、李姳樺(20) 

             陳金英、許仕忠(21) 

             豆鳳美、趙芳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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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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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瑞全 

王長富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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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人 

76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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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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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5 人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