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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

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

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

上。 

──馬太福音 7章 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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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林素珠姊妹 

講  道： ------------ 八福臨門(太 5: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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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1  
※什一奉獻：[#37]3000、[#55]1000、[#164]1500、[#1060]4000 

※感恩奉獻： [#主知名]21840、[#57]600、[#羅雪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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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主日(1/31)聚會後，在副堂將由盟裁現場春聯揮毫，現場備有各

式春聯供大家索取。 

3、 因近日疫情嚴竣，原訂 2 月 12 日(五)大年初一的《新春禮拜》取

消，改至下週主日(2/7)進行，當天牧師將分發的新春祝福紅包。如

弟兄姊妹要分享、獻詩、表演等，請在招待桌上登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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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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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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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1(日) 

02/01(一) 

02/02(二) 

02/03(三) 

02/04(四) 

02/05(五) 

02/06(六) 

02/07(日) 

靈修：太 8:23～34 

靈修：太 9:1～13 

靈修：太 9:14～26 

靈修：太 9:27～38 

靈修：太 10:1～15 

靈修：太 10:16～33 

靈修：太 10:34～42 

靈修：太 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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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走上信心之路 
──檢視自己信心的五個問題 

 

文◎黃銀成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 8:23-34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

蓋；耶穌卻睡著了。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啊，救我們，我們喪命

啦！」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

責風和海，風和海就大大地平靜了。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

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裡出來迎著他，極其凶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

條路上經過。他們喊著說：「 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

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嗎？」離他們很遠，有一大群豬吃

食。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

吧！」耶穌說：「去吧！」鬼就出來，進入豬群。全群忽然闖下山崖，

投在海裡淹死了。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

的都告訴人。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

界。 

    這段經文主要的是講到關於「信心」的功課，不過今日的疫情嚴

重、酷寒冬日的天氣，若仍來到教會聚會，已經是為信心加分了！ 

    這個信息，主要是你要問自己五個問題，但願這給我們有很大的提

醒。 

1、忽然：是否抱怨神把你帶進風暴中? 

    海裡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太 8:24a) 

    許多生命中的風浪，都是忽然而至，我們喜歡祝福、享通的道路，

但是面對臨時的困難，常常會讓我們不知所措；我們喜歡計畫，按步就

班來做，不喜歡突發狀況。就像是每天的天氣的一樣，每天清早，我們

家就會看氣象新聞，知道今天要怎麼穿，今天是熱或冷，今天會不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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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我們喜歡掌握得好好的，每一個人步驟…… 

    而此時的耶穌帶著門徒上了船，這趟旅程是耶穌主動的帶領，而怎

麼主會把我們帶到這種光景中呢? 

    不要忘記了，神是賜恩賜福的神，同時也是允許我們經歷困境的

神，正如詩篇 23篇，大衛說：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

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

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 23:2-4) 

神會帶領我們進入可安歇的水邊，也會讓我們走過死蔭的幽谷。無

論如何，當患難來臨時，我們要尊重神的帶領，不要抱怨！以色列人最

大的問題，就是抱怨，他們最後指責神無故讓他們走入曠野，而無法再

回去埃及，於是，他們每走一步就抱怨，怨聲四起，後來便導致他們無

法進入埃及。抱怨無法成就神的工作，反而是需要尊重神的帶領。 

2、睡著：是否你曾有不需要主的時候? 

…耶穌卻睡著了。(太 8:24b) 

這裡講到耶穌睡了，耶穌為什麼睡了？大部份的人會說：耶穌累

了，可能是耶穌要考驗門徒……。不過，就上文來看，耶穌在傳福音、

在服事、在宣講天國的真理、在醫治人……，門徒肯定在耶穌的身邊。

如果耶穌累了，那麼，門徒也一定累了，為何他們是醒著?再者我們看

第八章：耶穌到了彼得家裡，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躺著。耶穌把她的手

一摸，熱就退了；她就起來服事耶穌。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

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

的人。(太 8:15-16) 

而在馬可福音第一章進一步形容當時的光景： 

西門的岳母正害熱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耶穌進前拉著她的

手，扶她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事他們。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著

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前。耶

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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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 1:30-34) 

馬可福音跟馬太福音的記錄差不多，但請大家注意「合城的人」，

這個迦百農，全城的人在傍晚來找耶穌，耶穌來者不拒，只要有需要，

耶穌都願意服事，換言之，儘管這個時候在船上的耶穌非常疲累，但耶

穌樂意服事任何有需要的人，而這個時候，門徒醒著，耶穌卻睡了，看

起來還是沉睡……為什麼? 

我思想這件事挺久，我找出一個可能性，就是當時門徒在聊別的事

情，跟天國無關、跟福音無關，因此，當人不需要耶穌的時候，耶穌就

睡了!耶穌就從那個不需要的現場中退下來。當然，就神性的耶穌來

看，祂是不可能睡著，聖經詩篇作者形容神是：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

盹也不睡覺。(詩 121:4) 

在這裡，耶穌是人性的耶穌，他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他是全然的

人，問題在於：當耶穌不被需要的時候，他就睡了。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這樣的態度，常常把耶穌放在一旁，你在世

界上打拼，你跟別人聊許多關於世界的事，當你不需要耶穌的時候，耶

穌就睡了! 

3、膽怯：是否容許懼怕充滿你的內心?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8:26) 

這裡有個關鍵字：「膽怯」，害怕、恐懼會讓我們失去喜樂。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後 1:7) 

當年，摩西派十二位探子進入迦南美地去，回來之後，探子分成二

派的主張，約書亞和迦勒主張應該要進去得地為業，但另一派的十位探

子主張千萬不能冒進。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

能得勝。」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

們比我們強壯。」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

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

民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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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民

13:30-33) 

什麼是膽怯?內心的風浪比外在的風浪還大!除非你定睛在神的身

上，否則，你沒有辦法操練信心。 

4、希奇：是否你只是在一直觀望耶穌?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太

8:27) 

這裡的「希奇」，其他的中文聖經有幾個翻譯：驚訝(環聖本、和修

本)、驚奇(新漢語)、萬分吃驚(新普及)。門徒這樣的反應，是挺奇怪

的，因為在馬太福音第八章，耶穌已經醫好了長大痲瘋的人和一位百夫

長的僕人；不單如此，整個迦百農城的人都在找耶穌，耶穌一一醫治、

行神蹟，這些事，耶穌的門徒是全然知道，而且也看見了他們怎麼對於

耶穌平靜風海，那麼感到不可思議呢?顯然，他們是一直在觀望耶穌！ 

當一個人看見神的作為之後，是應該有什麼正確的態度?是驚訝?是

鼓掌?是不可思議?是讚美?是嘆息?不是的，一個人真正遇見了主，他要

敬拜神！ 

在馬太福音十四章，那也是一次在海面的經驗，當時，在曠野裡，

耶穌行了五餅二魚，當天夜裡，耶穌讓門徒摸黑坐船去對岸，後來起了

風浪，彼得看見耶穌走在海面上以為是鬼怪，知道是主耶穌後，便央求

主，他也想要走過去，然而，當他一腳踩上去後，發現海浪實在太可

怕，他的信心便又動搖了起來，便呼求主：「主啊！救我！」果然耶穌

就過去拉了彼得。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 神的

兒子了。」(太 14:32-33) 

在船上的人都拜耶穌，尊主為大!這是正確的態度。 

在耶穌呼召彼得之後，有一天……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他，要聽 神的道。他見有兩隻

船灣在湖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

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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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

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

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

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

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 5:1-8) 

當一個人遇見了真神之後，會開始敬拜祂！ 

多少時候，我們對神只是觀望?敬拜，沒有參與，我們只是在觀望?

禱告，沒有參與，我們只是在觀望? 

好比到市場買菜，我們只注意到老闆今天穿什麼衣服……當我們的

焦點錯了，信心自然就錯了。 

5、離開：是否你願意付代價來跟隨主? 

    合城的人都出來迎見耶穌，既見了就央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太

8:34) 

    這是一個非常諷剌的畫面：當主進到這個地方，鬼央求耶穌耶穌。 

    鬼就央求耶穌，說：「若把我們趕出去，就打發我們進入豬群

吧！」(太 8:31)後來全城的人來找耶穌，也是央求耶穌離開他們。 

    耶穌在他們當中行了很特別的神蹟，結果眾人立馬來找耶穌，應該

要大聲喊著說：「和撒那!和撒那!榮耀歸與大衛的子孫!」結果不是，他

們卻央求耶穌，請耶穌離開他們！ 

    為什麼？因為他們損失慘重，他們損失了一大群的豬，在馬太福音

沒有提到數量 

在馬可福音五章提到這件事，數量差不多有二千頭豬，那值多少錢呢?

牧師查過資料，以昨天(2016/1/23)行政院農委會的資料，全台毛豬交易

行情來作參考，平均每隻重 123 公斤，每公斤 71.22 元，每頭豬就要

8400 元，當時的豬，可能沒有那麼大隻，大大小小不等，我們折衷一

下，用每隻 5000 元來算，2000 隻就要 1 千萬元耶！這真的是一筆很大

的損失。 

    跟隨主是需要付上代價：要聚會、要讀經、要禱告、要服事、要傳

福音等等，最後，我們會不會央求主說：主啊！請你離開我！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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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造成損失，我可能要付代價！我不要！我成為基督徒，我跟人談

生意，我就不能用世界那個規則，我不要了！ 

把救主當成敵人、把魔鬼當成救主，這是人們的盲點，所以，導致

了鬼被趕出去了，耶穌也被趕走了，為什麼?因為他們要的不是耶穌，

他們要的是即得的利益。 

這些人應該是猶太人，根據利未記，豬是不潔的動物，而他們為何

要養呢？可能是為了某些的商業利益。 

當你的工作、生活跟你的信仰衝突的時候，你會選擇什麼呢？他們

選擇了眼前的利益。 

今天的這段經文中，共有二個神蹟：一個是平靜風浪的故事，這是

美好的事，我們喜歡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中，平靜風浪，但是，這個神

蹟卻看見門徒希奇。 

而另一則神蹟是耶穌把鬼趕出去，這是美好的事，但是人們卻不願

意接待耶穌，信心的路，是什麼樣的路?就是要有正確的反應。 

好比說你看一朵很美的花，會有怎麼反應?應該要好好欣賞，結果

竟然吃掉它了！ 

今天我們講到了你要問自己五個問題： 

1、忽然：是否抱怨神把你帶進風暴中? 

2、睡著：是否你曾有不需要主的時候? 

3、膽怯：是否容許懼怕充滿你的內心? 

4、希奇：是否你只是在一直觀望耶穌? 

5、離開：是否你願意付代價來跟隨主? 

 

【信仰問答】   關於基督徒的十一奉獻 
文◎黃銀成牧師 

Q1為什要什一奉獻?不繳納就無法獲得神的恩典嗎? 

十一奉獻對基督徒有幾層的意義： 

1、信心：我們總覺得奉獻出去之後就沒有了，其實不然，應許我

們：「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

處可容。」(瑪拉基書 3:10)這是信心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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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恩：十一奉獻也是對神的感恩，正如過去舊約時代所獻的平

安祭一樣，向神獻上感恩。. 

3、責任：如果在地上的國度需要繳稅，那麼基督徒也是需要，那

是當盡的義務和責任，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

當歸給神。」(路 20:25) 

4、歸屬：保羅告訴我們：「你們是屬基督的。」(林前 3:23)如果是

這樣，基督徒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歸屬於上帝，無論是工作、身體、家

庭、車子，其中也包括金錢，這一切都是屬於神的。我們要有更高的眼

光是：當我們是屬神的，那麼神也是歸屬我們，神的一切豐富當然也是

屬於祂的兒女。 

所以，十一奉獻並不是對價的關係，因為上帝並不缺乏金錢，而是

透過奉獻來表達對神的信心、向神獻上感恩、還有基督徒應盡的責任和

義務，以及對神的歸屬感的表現。 

 

Q2十分之一的用途是什麼呢？ 

十一奉獻源自於民數記 18 章，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都會有產業，

但是神特別揀選亞倫的家族(利未支派)分別出來服事神，所以利未支派

沒有產業，神便定規在以色列人中所出產的十分之一要分別出來給利未

人，然後要在這些所分別為聖的中又分別十分之一給祭司的家族。這是

在曠野時期就已經吩咐以色列人的，所以當他們進到迦南地後，就必須

要如此遵守。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原來 10 分之一的奉獻是歸屬於屬

靈團體的表現，也就是一種記號。 

今日的教會通常不會將十分之一的奉獻分開來管理(除了專款奉獻

外)，而在教會的奉獻用述極為廣泛，會將按各教會的異象、事工、牧

養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外乎就是：人事、行政、事工、活動、宣教、社

區、關懷弱勢...，重要的是教會有相關的同工來規劃、主責及監督。 

 

Q3〈瑪拉基書〉3章 8節除了提到當納的十分之一外，也提到當

獻的供物，為何往往只強調什一呢？ 

在瑪拉基書的背景是：當時的以色列人任其聖殿荒涼，沒有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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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更遑論要獻祭，如果沒有獻祭，他們就不會把收成十分之一奉獻

給神，如此，服事神的利未人生活便受到嚴重的影響。 

今日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今天不再獻祭，自然就不需要有

當獻的供物，而可見的行動就是奉獻十分之一。 

不過，在新約裡並末提及什一奉獻，反而在路加福音 21 章 2 至 4

節提到當時有一位寡婦把僅有的兩個小錢都奉獻了！她的奉獻是 100%

的奉獻；在創世記，亞伯拉罕順服神把唯一的兒子以撒獻上，他的奉獻

也是 100%的奉獻。 

我們的奉獻應該是百分之百的奉獻，而十一奉獻是當納，其他十分

之九也是屬於神的，只是我們要成為神忠心的管家去管理，一定要知

道，我們所有的錢財都屬於神的。 

 

【聽道筆記】 

題目：八福臨門──進入幸福的新生活 8 個模式 

經文：太 5:1-12 

 

 

 

 

三、用祝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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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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1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02/07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蘇沛琳 

黃盟裁 

劉國政 
新春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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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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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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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組長：鳳美 

2蒙恩小組 五 晚上 07:30 1F 副堂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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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