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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章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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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發財(路 16:19-31) --------- 劉曉亭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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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   
※什一奉獻：[#42]1000、[#56]5000、[#117]1000、[#129]5000、[#132]3000 
、[#141]2000、[#152]760、[#164]1000、[#1070]2800、[#37]2000、[#1107]200 

※感恩奉獻： [#主知名]1000、[#主知名]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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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劉曉亭牧師前來分享，願神賜福劉牧師和家人。 

3、 下週主日(1/31)聚會後在副堂將由盟裁現場春聯揮毫。 

4、 恭喜鳳玲於上週一(1/18)早上順利生產，母子均女，請為鳳玲的身體

復原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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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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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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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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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國度》為台灣的疫情禱告，最近桃園疫情嚴峻，求主賜下智慧給     

相關官員，保護第一線醫護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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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塊土地能以謙 

卑的心在祂的話語上站立得穩。 

2、 《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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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為以下肢體代禱：黃培(懷孕)、Babu(工作)、羽彤、錦毅、 

子晨(大學考試)、素琴姊(頸肩酸痛)。 

 

【讀經進度】 

01/24(日) 

01/25(一) 

01/26(二) 

01/27(三) 

01/28(四) 

01/29(五) 

01/30(六) 

01/31(日) 

靈修：太 6:1～15 

靈修：太 6:16～24 

靈修：太 6:25～34 

靈修：太 7:1～12 

靈修：太 7:13～29 

靈修：太 8:1～13 

靈修：太 8:14～22 

靈修：太 8: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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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亮你生命的印記 
──趕快用這 6 個秘訣來脫離黯淡生活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執事 

經文：約翰壹書 2:28-3:10 

 

講到黯淡大家最近應該都有深刻的體會，在

我們的生活中因為寒冷所造成的不方便，甚至於

全球各地不管在歐洲、中國，甚至於北亞的日、

韓…都非常的酷寒，在台灣也是如此！連台北的

大屯山、宜蘭的太平山都下起了大雪。 

在我們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會有這種黯然失色

的時候呢？這樣的光景會讓人失去喜樂。這種黯淡、忙碌困頓的生活久

了，就會讓人感覺離神很遠。我記得在當兵的時候服裝儀容要很整齊，

像我們當陸軍的皮帶上有銅環，但是時間一久了就會黯然失色，即使用

銅油去擦也不會永遠都是亮晶晶的，所以每隔一段時間部隊要檢查時就

要趕緊的擦一擦。 

如果我們的銅環、皮鞋都需要時時去擦亮的話，那在我們每一次的

主日來到神的面前也是被擦亮的！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的生命卻是每況

愈下？我們想要喜樂平安、想要突破，但總是覺得事與願違！我們有沒

有這樣的光景、處境呢？ 

當我們口裡承認、心裡相信你可知上帝就把那印記放在你、我的身

上，保羅很喜歡講到印記，在加拉太書 6:17 節講到：從今以後，人都

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我帶著耶穌的印記，我

有上帝的品牌、標誌在其中，我擦的亮亮的所以誰都不要來攪擾我！不

單如此保羅在以弗所書 1:13、4:30 也都有提到了「印記」。 

今天我們到公家機關要辦一些資料，同樣的你也要有完備的證件才

能夠辦理。今天如果你、我來到神的面前，當耶穌基督要幫助我們進入

那永恆的國度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在聖經中告訴我們這叫：印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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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當你來到神施恩的寶座前說：主啊！我為你大發熱心，大大小小的

服事我都做了…。上帝對你說：請你給我看一個最重要的文件，那就是

聖靈的印記。 

你有沒有聖靈的印記在裡面，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原來已經受了

聖靈的印記，只要你口裡承認、心裡相信，你有耶穌的靈在裡面！正確

的來說：我們是有名字在生命冊上的。這就是聖靈的印記！這是非常重

要的事情，然而隨著信主的年日一久，我們是不是就慢慢的失色了呢？ 

印記從有到沒有那是一個歷程，而不是馬上！而是慢慢的、慢慢

的…到最後當上帝問：你有沒有聖靈的印記？你就會不知所云。這太重

要了！所以約翰壹書 2:28 到 3:10 節老約翰清楚告訴我們如果要離開那

黯淡的生活有 6 個秘訣是很重要的，請你一定要緊緊的抓牢。 

1.要住在神的裡面 

如果你不要失去印記或是黯然失色，第一件事要住在神的裡面！這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

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約壹 2:28) 

當我們住在主裡面的時候(當主在來時)就可以坦然無懼、不至於羞

愧。就好比一個孩子在家中等待外出的父母，這孩子的心情是引頸期盼

父母的歸來而不是恐懼害怕。你、我對神是否也是有同樣的心情？期待

神可以快快的回到我們身邊，而我們是可以坦然無懼，不至於羞愧。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約

壹 2:29) 

住在神的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為什麼你我可以住在神的裡面？

2:29 節講到因為我們是神所生的！神的兒女在神的恩典國度之中，所以

我們很習慣在生命中有這一位神，因為祂是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是祂

所生的。就像是父母生下孩子後，孩子的心總是很理所應當的享受家中

一切的豐盛，因為那一切都是父母的，而父母的就是孩子的，這一切都

很自然。 

路加福音 15 章中講到浪子回頭的故事，當小兒子分到財產之後因



 

 6 清心週刊 

揮霍無度以致於最後窮困潦倒，淪落為養豬的，最後肚子餓實在是太餓

了而跟豬搶食豆莢。這是人生中非常悲慘的事情，所以這小兒子想倒不

如回去當父親的長工應該都比現在的光景要好，因此便回家去找他的父

親。 

這個浪子知道只要回家就會得到恩典、祝福！所以住在神的裡面的

意思就是委身在神的這裡。你不要住在神的家中卻常常眼光放在外面的

世界，這樣是沒有辦法委身的！我們住在神的裡面千萬不要成為過客，

你要委身在神這裡才能把印記擦亮。你在神的裡面，神就會保護你。 

我常常講的一句話：你對神認真，神就會對你認真！如果你唬弄上

帝，祂怎麼會對你認真？如果你是唬弄上帝而祂仍然很認真的對待你，

這個神就是不公義的。當然上帝也不是一個對價關係的神，因為祂不需

要你為祂作什麼事，然而神要講的是「關係」當你越在乎祂時神就越在

乎你。 

因此你要住在神的裡面，而不是住在祂的裡面卻看著外面的世界，

你好好的定睛在神的身上，這就是委身、歸屬。最近有個新聞講到有一

個出生就被拋棄的嬰兒，在台灣被撫養了 5 年後就出養到美國去，如今

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也非常的感念當初收養他的那戶人家，於是寫了一封

感謝信給當年扶養他的楊家。 

但因為年代久遠而找不到，就連警察也束手無策，後來幾經查訪原

來楊老先生已經過世了，於是信件便轉交給了他的遺孀。少年在信中除

了表達他對楊家的感謝，也特別引用了耶利米書 29:11 節來表達他對上

帝的愛。原本只是個棄兒，但是因著上帝的恩典讓少年進入了一個敬虔

又愛他的家，而他也知道該要如何的回應、感恩收養他的這個家庭，這

就是「家」。 

這個孩子過去沒有家，然而他進入一個愛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陪

伴他的教會還有他所愛的上帝，這讓他有了歸屬感。這是非常真實的一

件事，除非你住在這個家庭裡面否則就是寄人籬下、永遠都是過客。如

果你要擦亮你的品牌、印記，第一件事就是要住在神的裡面。住在神的

裡面可以坦然無懼、就可以不致於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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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領受神的慈愛 

你看父賜給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神

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約壹 3:1) 

原文是：上帝的慈愛何等大。這個世代的人都在找愛、找歸屬與認

同，但是假如一個人沒有跟愛的源頭連結(這個源頭就是神)，你會發現

那個愛都是扭曲、錯誤的，因為我們的「愛」愛錯了！假如沒有神的眼

光去提昇看到的一切都是錯的。 

我在神學院時曾經在某教會服事，有個姐妹告訴我她非常不想參加

敬拜團，因為主領者非常的蠻橫、講話不好聽。我也曾經目睹過這個姐

妹蠻橫的表現，然而我必須要承認，如果我們用人的眼光去看她的時候

會永遠都看不清楚，因為我們是用自己的肉眼、自己的感覺去看，那看

不準。 

因為這個姐妹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訓練，所以她完全是照著她聽的

CD 來走，當一個音準不對之後一切就都走樣了，於是她就會怪罪那些

彈琴打鼓的人。當我看見這個姐妹時我的眼淚流了下來，因為我看到不

是她蠻橫的行為而是上帝仍然愛她。 

我們沒有多少的愛，當我們用憐憫的心去看那些你覺得不可愛的人

的時候，你就會充滿神的心！一定要用神的眼光，這是神的慈愛。你的

印記為什麼會黯然失色？是因為你裡頭沒有愛！你的愛已經枯乾了。這

是個討愛的世代，對另一半、家人都是如此，你永遠都在找愛但是卻找

不著。 

除非你進入神的愛裡面，神的愛就是一切！當你覺得你的愛越來越

枯乾的時候請你一定要領受神的慈愛，外面的人常常在講愛但那都有

限，是沒有辦法幫助我們的，唯獨來到神的面前那個愛才是有張力的！ 

3.成為神的皇室 

你一定要成為神的家人！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不是神

的家人，特別是當我們自哀自憐的時候。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好像虧欠了

什麼，覺得自己很不好，但是請你一定要回到神的皇室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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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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親愛的弟兄阿！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

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約壹 3:1-2) 

經文中多次講到「神的兒女」這太寶貴了！我們是神的皇室、神的

家人。就像那位 15 歲的少年過去的人生非常的悲慘，但是當他進到神

的裡面成為那家庭的兒女，就非常的滿足。要知道在普天之下我們都是

神的兒女，只要你到任何一個教會神的兒女都會彼此接待。 

我們是神的兒女，就要有上帝的樣子！在約翰壹書 3:9、4:7、5:1、

5:4、5:18 都提到：我們是上帝所生的(凡從神生的)。什麼是從神生的？

就是相信耶穌的就是神所生的。根據聖經的記載：我們是從神生的可以

勝過世界，也有永生為我們作見證。你、我都是從神生的所以我們都有

上帝的 DNA，有上帝的品牌。所以你不單是要領受神的慈愛還要回到

神的兒女這個身份！上帝給你尊榮的身份，這是你要把印記擦亮的原

因。 

4.要持守神的聖潔 

聖潔是上帝的標準，然而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聖潔，因為我們都是犯

罪的。聖經說：凡信神的就不犯罪。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說信主後就

不會犯罪、沒有不好的意念。在原文的意思是：現在進行式或現在持續

式。也就是說信了神之後就不持續在罪的裡面打滾，會脫離！ 

雖然偶爾會被罪惡所勝、會軟弱跌倒，會有人性甚至會抱怨神，這

是人性。但是我們不會永遠的抱怨神，不會一直在罪惡中打滾！這就是

凡信神的就不犯罪的意思。來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聖

潔」。 

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凡犯罪的就是違背

律法。凡違背律法就是罪。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

並沒有罪。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

未曾認識他。(約壹 3:3-6) 

今天人跟神之間最大的問題、鴻溝就是罪！因此耶穌來就是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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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馬太福音第一章說：天使向約瑟顯現說：你要為孩子取名耶穌，

因他要將他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耶穌的意思就是拯救！(跟舊約的

約書亞是同一個字，約書亞是希伯來文，耶穌是希臘文)耶穌要把我們

從罪惡中拯救出來，這就是耶穌的工作。因此人跟神之間最大的問題就

是罪！ 

在這裡告訴我們有幾個罪： 

約壹 3:4—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 

約壹 3:6—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約壹 3:7—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 

約壹 3:8—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聖經清楚的告訴我們犯罪的四件事：當我們違背上帝的心意、不曾

認識祂、被人誘惑、犯罪的時候是屬乎魔鬼、惡者的。所以耶穌基督來

是要作挽回祭，因此要保持我們的聖潔！聖經說：人非聖潔否則不能朝

見神。因此要保持我們的心才能看見神。 

當年摩西禱告希望能看見神，這叫妄求！這個禱告很可怕因為人是

有罪的，所以沒有人可以看見聖潔的神。但是上帝還是滿足摩西的需

要，於是從摩西的面前經過，只讓他看神的背影。在摩西五經中並沒有

記載神的面容，我想也沒有必要，因為神太偉大了無法用筆墨來形容。 

弟兄姐妹都要小心，如果犯罪或是刻意犯罪，又或者是容許自己犯

罪，那我們跟魔鬼是一伙的！所以要保持我們聖潔的心。 

5.要行走神的義路 

要行走在神的律法之中。我們是義人，不是因為我們有多棒、多

好，而是因為我們被上帝稱義。但是我們也會有悖逆的時候，要小心！

要再次回到上帝的裡頭，這叫不斷的修正。就像車子開久了輪子會跑

掉，這時就需要回到車廠去重新四輪定位。我們的生命也需要作屬靈的

定位，否則就會歪掉，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約壹 3:7)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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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壹 3:8) 

耶穌基督來是為了要抵擋、摧毀我們那灰暗的日子，魔鬼的技倆就

是要讓你生命的印記變得灰暗，很多的控告、指責這就是魔鬼的工作，

但是耶穌來就是要摧毀魔鬼的作為。因此我們要常常在主裡面，不單如

此你要保守你的心，還要走義路！不要差不多啦、沒關係啦，差一點真

的是差很多！ 

走神的義路是要不斷的修正，當聖靈充滿感動的時候趕快回頭，因

為差一點點就會跑遠了。最近美國總統大選吵的不可開交，事實上美國

已經開始走世俗的路了，這很可怕。最近美國的眾議會要開會所以請了

一個資深而且有牧師背景的眾議員克里弗來禱告，一開始的禱告文都沒

有問題，但是最後他說：奉唯一真神、婆羅門和許多不同信仰的許多神

祗的名求…。這是一個牧師的禱告！我看了都快暈倒了。 

他把議場當做一個秀場！一個牧師的禱告都已經歪掉了，你就不用

想這個國家將來會變成怎樣。牧師通常不講政治，但是難怪這次共和黨

會起來甚至於有很多的民亂，因為不這樣這個國家就救不了了。我真的

很氣一個牧師的禱告居然是這樣子！一個國家一點點的偏移就會整個歪

掉，那我們的生命呢？要小心！如果有一些偏頗的思想就要趕快調整回

來，要讓你的印記發亮。 

6.要活出神的生命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裡。他也

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

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壹 3:9-10) 

這裡講到非常重要的是要活出神的生命！聖經裡有很重要的暗示：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裡。〔原文是

種〕的意思根據不同版本的翻譯是：上帝的生命、神生命的種子、上帝

的本性…。〔種〕就是種子！有聖經的學者說是：精子。上帝的 DNA

放在你裡面的時候就永遠不會改變！ 

要怎樣活出神的生命？就是把神的道、神的種子放在心裡，這個種

子不能丟掉！如果沒有種子就不會有其他的農作物。二戰時蘇聯面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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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來勢洶洶兵分三路的進攻，其中列寧格勒被德軍打的片甲不留，一共

被圍城 872 天肌餓籠罩了整個列寧格勒。當時列寧格勒有一個種子研究

所放滿了約 20 噸的種子，其中有 1/4 是可食用的。 

這是有一個學者為了未來蘇聯在種植上有發展，特別從世界各地引

進來的，當時的研究員一共有 50 幾個死守在研究所中，甚至不畏軍、

民的各種威脅也打死不退，直到戰後總共有 29 個研究員為了保護種子

而犧牲。你願不願意有一顆「保持神的種子放在你心中」的那個決心

呢？盡管外面魔鬼仇敵要奪走那顆種子，你就是不願意給牠！連妥協都

不可以，這就是我們的信仰！這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在生命中擦亮我們的

印記。 

如果要讓你生命的印記保持光亮，請你一定要住在神的裡面、也要

領受神的慈愛、更要成為神的皇室，你要持守神的聖潔、要走在神的義

路、更要活出神的生命，但願這 6 件事在混沌不明、灰暗的世代中可以

保持我們的印記閃閃發亮。這很不容易！但也是我們的命定，是我們的

生命。 

 

【聽道筆記】 

題目：恭喜發財 

經文：路 16:19- 

 

 

 

 

三、用祝福取代 

 

 

 

 

四、要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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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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人 

66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4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8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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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3 人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