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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

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三 書 1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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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黃盟裁弟兄 

講  道： ----- 千萬別讓靈魂迷失了！(約參 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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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   
※什一奉獻：[#05]1500、[#08]6000、[#14]5000、[#22]8000、[#23]1500 
、[#149]1000 

※感恩奉獻： [#23]500、 [#1087]3000、 [#125]500、[#主知名]1000、[#主知
名]1000、[#主知名]37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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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於下週(1/24)主日邀請好消息電視《劉三講古》主持人劉曉亭牧

師前來教會分享信息，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6、 12 月份的財務收支表已列在第二頁，請弟兄姊妹參閱、關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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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度：為我們國家禱告，懇求神在新的一年繼續保守，並在這片

土地上實現祂的旨意，使教會能以謙卑的心在祂的話語上站立得

穩。 

2、 為屬靈：求神使教會都能在祂的語語上站立得穩，同心合意傳揚純

正的十字架福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每天讀經，實踐神賜給這時

代的教導，在各自的崗位上活出神的話語與生命。 

3、 為教會：請為每週服事代禱：講道、敬拜、青少、兒童…等。 

4、 為肢體： 

(1) 請為懷孕的姊妹代禱：鳳玲(預計 1/18 剖腹產)、黃培。 

(2) 請為正在尋求工作的 Babu 代禱，求主預備。 

 

【讀經進度】 

01/17(日) 

01/18(一) 

01/19(二) 

01/20(三) 

01/21(四) 

01/22(五) 

01/23(六) 

01/24(日) 

靈修：太 3:11～17 

靈修：太 4:1～11 

靈修：太 4:12～25 

靈修：太 5:1～16 

靈修：太 5:17～26 

靈修：太 5:27～37 

靈修：太 5:38～48 

靈修：太 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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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第一道曙光 
──告別黑暗生命的五個步驟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執事 

經文：約翰壹書 1 章 5-10 節 

生命中需要曙光，這道曙光是從神而來！去

年一整年是非常渾沌不明、也是黑暗籠罩的時

代。2020 年當中有許多的困難同時也讓人覺得灰

心，在台灣也許還好，事實上在歐美、西班牙、

法國、義大利有很多的人因為疫情而流離失所，

甚至於死亡。 

有一個原本生活過的很好，準備要退休的中

年大叔，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卻淪落街頭，當我看到媒體報導時就覺得

好心酸，記者問他：接下來有什麼打算？他說：如果再沒有工作我就要

帶著狗一起去流浪了。 

疫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在各國有許多具有代表性的雜誌都紛紛用

極貼近這黑暗、混沌不明的封面來顯明 2020 年的光景。因為疫情的關

係封城，以致於很多人在生活各方面都有許多的不方便，這是現在的情

況。在這樣的黑暗中我們需要看到的是一道曙光！ 

2020 年的最後一晚要進入 2021 年全新的第一天，有許多人引頸期

待準備要迎接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因此而花了大錢去搭乘台鐵用舊莒光

號改裝的鳴日號，期待能在火車上與眾人一同分享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沒想到卻因為列車出包而延遲了將近 70 分鐘！ 

人花了大錢期待看到新年的第一道曙光，然而我們生命中的那一道

曙光呢？那些沒有信主的人一窩瘋跑去看曙光，而你、我呢？我們的曙

光到底在哪裡？今天的信息是：要迎接第一道曙光。你必須要讓光進入

你的生命中，今天要透過約翰一書 1：1-5 節來邀請生命的曙光進入我

們的生命中。 

約翰一書 1：6-10 節一共講了 5 次「我們若…」，老約翰不管是用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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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或是反面的意思，都在講要邀請那生命的光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

中。我們必須要活在光中，這太重要了！你準備要告別生命中的黑暗

嗎？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

息。(約壹 1:5) 

聖經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神就是光！

你必須要在光的裡面。很多時候不管是彼得後書或是約翰壹書都在講同

一件事：你不要一下在光中，一下又在黑暗中。就好像燈管快要壞掉的

時候會不停的閃爍，如果這是主要的光源那真的會很痛苦，因為會讓人

的眼睛受傷。 

所以你不能一下在黑暗裡、一下又在光中，在教會裡面是屬上帝

的，講話、行為要有上帝兒女的樣式，但是離開教會後就打回原形，不

是的！這會變成像壞掉的燈管一樣，今天要透過 5 個步驟來迎接生命的

第一道曙光： 

1.拒絕—離開黑暗的權勢 

你一定要大聲的拒絕黑暗的權勢。這個世代不斷的有聲音告訴你：

大家都一樣、天下烏鴉一般黑、差不多…。所以很多時候就會變成同流

合污！大家說謊所以我也跟著說謊…，大家這樣我也跟著這樣…。這是

個黑暗權勢、不講品格的世代。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

了。(約壹 1:6) 

雅各書說：泉源從一個眼裡能夠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這不可能

的事情。雅各當時在解決一個問題：人的口怎麼能一下講咒詛的話、一

下又講祝福的話。這同樣也不可能！所以，你的身份即是光明之子，就

不能忽暗忽亮。如果是這樣？那你根本是說謊的，不行真理了。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些的想法，好像只要在人前是一個樣子就好了，

可是！要知道黑暗是讓人看不到的，在黑暗的裡頭會有謊言，在黑暗裡

面是被遮蓋的。還記得在伊甸園中因為惡者對夏娃說：神豈真說…。這

導致了亞當和夏娃犯罪後於是就躲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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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害羞的、讓人不敢曝光的事都在黑暗當中，為什麼這件事情不

能告訴別人？不能讓人知道？是因為那是黑暗的事情。黑暗中做的事不

能曝光，因為一旦曝光會見光死。就好比在庭院中有許多的磚塊，當你

把磚塊拿起來底下有好多的小蟲跑來跑去，因為在黑暗中它過的很舒

服，一曝光就見光死。黑暗中充滿了許多的謊言，婚姻的背叛就是從謊

言開始。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

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

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魔鬼撒旦就是說謊之人的父，牠直到今天還在騙我們！沒關係…基

督徒也可以這樣子…、那樣子…。所以請你一定要離開並拒絕黑暗的權

勢，因為那黑暗的權勢會吞吃掉我們，會讓我們進入捆綁中。恐怕還有

一件事：有時候是我們自己的情緒不斷的糾結、難過，到最後就會有苦

毒，這也會讓人進入黑暗的權勢中。 

耶穌有沒有過幽暗的心情？有！當祂的表哥施洗約翰被砍頭時，根

據馬太福音 14 章說：耶穌當時是非常的低潮，就退到曠野…。當你進

入低潮時，一定要離開那個低潮的環境，耶穌給了我們很好的教導：退

到曠野。可是退到曠野要做什麼呢？ 

2.歸回—進入屬靈的團契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

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 1:7) 

你一定要有一個屬靈的團隊，因為聖經講到：彼此相交。「相交」

的原文就是團契，有的聖經版本翻譯為：心靈契合。或是：相通相融。

總之就是彼此之間的連結。所謂的「彼此」代表著一群人，不止是自己

或是自己的家人。事實上十字架已經道出了團契很重要的精神跟意義！

其內涵是：橫的是指人跟人之間的連結，直的就是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我們講到「彼此的團契」一定要有人與人的連結和人與神的連結這

個兩部份。所以當你離開黑暗的權勢後，一定要進入屬靈的團隊！請你

不要一個人，要找一群能夠讓你彼此分享、交通、可以信任的屬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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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但是現今很多人都不想要這一塊，喜歡獨來獨往，因為要找人真是

太累又太麻煩了，而且要講自己的事情太麻煩也會有風險。 

但是如果要迎接曙光很多時候是要打碎自己原來的想法，弟兄姐妹

之間彼此的扶持是很重要的，每一個人都需要小組、團隊，在這個世界

上不是要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走這條信仰的路，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在修

行！不要忘記神在乎我們跟祂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在乎上帝給我們多少，但不一定在乎上帝，可是神要

的是「關係」也就是相交或是團契，這就是關係的連結。因此你一定要

來到神的面前與神連結！耶穌給了我們最好的榜樣，祂有 12 個門徒。

耶穌是神，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祂傳福音需要門徒來完成嗎？其實

也不一定需要，但是耶穌的教導是：祂也需要。所以，同樣的我們也需

要！為什麼？因為這就是團隊。 

耶穌低潮的時候進入與天父的關係與神面對面！馬太福音記載當時

耶穌在加百儂服事，全城的人都來找耶穌，耶穌疲憊到不行，隔天天未

亮時耶穌就起來退到曠野禱告，要知道耶穌是一個禱告的人祂與天父的

關係沒有話說。耶穌也與門徒有連結，祂曾經把祂最軟弱、孤單痛苦的

告訴門徒，雖然當時的門徒都聽不懂。 

我們需要與神的團契，也需要與人的團契。今天在這個世代我們很

容易找人，但不一定是對的人！求神幫助我們去找屬靈的團隊也是你可

以信任的，能夠分享你生命中最難過的那個部份。不單如此！最重要的

是與神的連結。 

3.罪性—人性都是靠不住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壹 1:8) 

人性是最靠不住的，如果有人跟你說：你一定要相信我…。那你聽

聽就好，因為連你自己都沒辦法相信了更何況是別人？彼得告訴耶穌：

眾人雖離開祢，但我總不離開祢。但在雞鳴以前彼得卻三次不認主。信

誓旦旦拍胸脯保證每個人都會講，但是人性是靠不住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屬靈的 superman，那真是自大、是騙人的。因

為每個人都是軟弱的！其實人性就是罪性。每一次談到「罪」大家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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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聖經告訴我們的「罪」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這「罪」恐怕遠超

過你、我所能理解的範圍。 

聖經所講的罪是：你裡頭那一個不對的想法，那就是罪。在馬太福

音中耶穌舉了兩個例子：如果有人討厭弟兄等於殺了他。根據國家法律

討厭一個人不算犯罪，但是耶穌說只要你有思想上的犯罪，那你就是真

實會去作這事，這就是得罪神。所以耶穌說當你要獻禮物給上帝之前，

就先去與弟兄和好再回來吧。 

第二個例子：假如有人對婦女動了淫念等於是跟她犯了姦淫。這不

得了！只是想入非非就等同犯了姦淫！這樣就知道耶穌的標準高於人的

標準，如果是這樣那麼每個人都有罪。 

根據聖經人罪的兩方面： 

原罪(罪性)：今天的教育都是反方向，告訴你好的要去學習，但是

所有的壞習慣都不用人教，每個人天生就會。這是從老亞當犯罪後就在

我們的生命中，你是甩也甩不掉的。 

本罪(罪行)：我們可能也會有犯罪的事實，我們想要說謊這是罪

性，一旦真的說謊了這叫罪行這是本罪。 

所以，聖經中的「罪」是有這兩方面。如果我們要認罪，請你一定

要知道認罪不是只有罪行(本罪)，也包括了罪性(原罪)，既然是這樣，

你我都是有罪的，也都是靠不住的。所以當你離開黑暗權勢後，進入屬

靈的團體中跟神、跟人之間有美好的連結之後，要知道我們雖然已經在

上帝的國度中，但是我們仍然是靠不住的。 

4.承認—面對自己的軟弱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1:9) 

要承認自己真的是太軟弱了！這個世代太多人不習慣去承認自己的

軟弱，因為當他承認自己的軟弱後，可能會被貶低、被嗤笑以致於要打

腫臉充胖子，要裝的很剛強。但是聖經說：要學習來到神的面前承認自

己的軟弱。 

這裡講到：神是信實、公義的。當你承認自己的罪(罪在這裡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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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說就是軟弱，但是請不要把自己的軟弱、罪性合理化)來到神的面

前，不要把神的恩典廉價化。當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教後，他說：只

要因信稱義。這些年我慢慢發現這樣的教導會讓人覺得神的恩典太廉價

了！神的恩典是重價為我們所贖回的，請不要太輕乎去看這樣的恩典。 

希伯來書說我們既在恩典中，如果又去犯罪等同是把耶穌重釘在十

字架上！如果是這樣，就要小心、注意，要常常來到神的面前。如果偶

然被罪所勝，神知道、神會憐憫、神也曉得。當大衛與拔示巴犯罪之後

他來到神的面前說：我得罪了耶和華，我承認我的罪。上帝從此不再跟

大衛談他與拔示巴的姦情！ 

神不看我們的罪不是因為祂不在乎，而是因為神有憐憫、有恩典。

所以這裡講到要認自己的罪是要去認識神的兩個屬性：祂是信實的、公

義的。上帝的信實是說話算話、公義則是上帝一定會解決罪的問題，凡

犯罪的一定要為你所犯的罪付出代價。這個代價是什麼？就是當我們得

罪神時應該要走上各各他的路，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當我們被羅馬的兵丁押著走上那十架道路時，這時有個溫柔的膀臂

拍著我們的肩膀說：孩子！留下來，我為你去。這就是耶穌的愛！這就

是公義！如果你能了解赦罪之恩何等的大，就要小心不要再犯罪了。這

就是神的愛！當我們認自己的罪要知道神是信實的，祂說話算話。祂是

公義的要滿足祂公義的標準，透過祂的愛子耶穌基督，接下來就啟動兩

件事：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有一天馬丁路得作了夢，夢到魔鬼不斷的攪擾、控訴他，到最後馬

丁路得說：夠了！撒旦退我後面去，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承擔了這一

切，原本應該是我要承擔的。這控告是來自魔鬼撒旦！所以第四件事是

要承認自己的軟弱，來到主的面前說我無能為力、我勝不過，請祢來幫

助我。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恩典都是來自於神。 

5.堅固—用神的道存心裡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

心裡了。(約壹 1:10) 

為什麼一個人會覺得自己沒有犯罪？為什麼覺得神是說謊的？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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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的話語沒有進來。你要讓神的話語進來，所有屬靈的生命都是如

此！你要天天讀神的話語，要抓著祂，神的話語就好像一個救命的浮

板，這是很重要的。人的話語、格言、激勵的話語都很有限，唯有神的

話語是帶來力量以及應許。 

這個世代沒有所謂的絕對，只有神的話是永存到天上的！當你抓住

神話語的時候，神會敞開大門說：孩子歡迎你回家。用神的話來堅固你

的生命、信心！神的話真是太寶貴了。真、假基督徒關鍵就在於有沒有

神的道！神的道會帶來馨香之氣、屬靈的品格。你會發現你的身上有耶

穌基督的特質，因為神是光，在神毫無黑暗。 

今天談到當你離開黑暗的權勢的時候，要進入屬靈的團隊之中，

也要知道你、我都是靠不住的，也是很軟弱的！包括傳道人也是很軟

弱，靠不住！這是你要去面對並且要承認自己的軟弱，當你承認自己的

罪神是公義的會洗淨、赦免我們！最後要用神的道、神的話語進入你的

生命當中保存起來，你就會發現生命中充滿了許多的豐富，就可以迎來

生命中的第一道曙光。 

【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兒童牧區(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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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小組(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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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哪小組(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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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千萬別讓靈魂迷失了！用神的真理來分辨這世代的聲音 

經文：約參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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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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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7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戴瑞鳳 

豆鳳琴 

林晉甫 

林昱彤 
 

01/24 劉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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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人 

62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2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4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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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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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