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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南聖教會 週報 

Action church 

新春感恩主日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

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

人一般。 

──馬太福音 9章 3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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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冰： ---------------------  -----------------    豆鳳美姊妹 

獻  詩： ---------------------  -----------------    兒童主日學 

見  證： ---------------------  -----    吳鼎元、豆鳳萍、郭卉婷 

講  道： --------- 人生中的好消息(太 9:27-38) ----    黃銀成牧師 

聖  餐： ---------------------  -----------------    黃銀成牧師 

宣  告： ---------------------  -----------------    會      眾 

祝  禱： ---------------------  -----------------    黃銀成牧師 

合  照： ---------------------  -----------------    會      眾 

發紅包： ---------------------  -----------------    黃銀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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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 
※什一奉獻：[#80]27000、[#120]2000、[#164]1000、[#148]5000、[#徐穗

芳]2000 

※感恩奉獻： [#戴瑞美]1000、[#林登月]10000、[#張倩]2000、[#姚月
娥]2000、[#17]1000、[#148]8000、[#主知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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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為新春感恩主日，在此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原訂本週五(2/12)大

年初一的《新春禮拜》取消。 

3、 去年奉獻資料已經出來，請大家確認，如無問題，請在編號上打

勾。 

4、 招待桌上有小春聯、門聯(每幅三張)，歡迎大家索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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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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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因疫情關係，一、二月的愛餐暫停，如疫情緩和，教會則再決定恢

復愛餐。 
 

【代禱事項】 

1、 《國際》請為緬甸的政治局勢代禱，因近日軍隊發動政變，導致民   

選政府被控制，求主看顧當地福音事工。 

2、 《新春》春節即將到來，讓我們為尚未信主的親朋好友禱告，求神   

使他們在這彼此拜年的節日，能聽聞主拯救的福音，並接 

        受救主，來到主前接受恩典。 

3、 《教會》請為教會在今年的事工代禱，求主看顧教會的各個事工。 

4、 《肢體》為以下肢體代禱：黃培(懷孕)、Babu(工作)、素琴姊(頸肩  

酸痛)。 
 
【讀經進度】 

02/07(日) 

02/08(一) 

02/09(二) 

02/10(三) 

02/11(四) 

02/12(五) 

02/13(六) 

02/14(日) 

靈修：太 11:1～19 

靈修：太 11:20～30 

靈修：太 12:1～21 

靈修：太 12:22～37 

靈修：太 12:38～50 

靈修：太 13:1～17 

靈修：太 13:18～30 

靈修：太 1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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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讓靈魂迷失了 
 ──用神的真理來分辨這世代的聲音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執事 

經文：約翰三書 1:1-15 

 

千萬別讓靈魂迷失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就

是在我們生命當中要很小心，我們的靈魂會迷

失、眼睛會被遮蔽，那種光景會讓人看不清楚方

向，也會讓人覺得生命是沒有價值的。 

我們在信主之前生命是沒有盼望的！在我們

還沒有認識耶穌之前，我們的人生就好像創世記

一開始所描述的混沌、黑暗。感謝神！遇見神之後眼睛開始明亮，可以

更清楚的看見神的恩典。 

然而我們必須得要知道：我們的靈魂有沒有可能會迷失？因為這個

世代的聲音實在是太可怕了！最近在讀馬太福音其中有一個人叫施洗約

翰，他的聲音在耶穌基督的時代中成為一股清流，他不與世人爭奪、進

入曠野身穿駱駝毛做的衣服，吃的是蝗蟲和野蜜，他作了一個決擇：他

一生中只聽上帝的聲音，上帝要他作的他才作。 

這世代中充滿許多各種不同的聲音，而這些聲音會侵蝕我們的內

心，今天講到用神的真理來分辨這個世代的價值。什麼是真理？這個世

代也有真理，但是卻不是聖經中的真理！而是自己的以為、自己的作事

方法或者是自己的經驗。 

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曾經跟一個同事傳福音，他告訴我什麼是真

理，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真理自在人心。在這個世代的價值中

真理沒有絕對！我說他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說他是對的就是對的，沒有

所謂的是非之分。如果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代裡面，很容易就會進入到迷

宮當中。 

在這種光景中就好像進入迷霧當中看不到方向，這很可怕。如果你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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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迷霧中開車的經驗，就可以了解到牧師的意思！在前面的能見度非

常糟糕的情況下，你完全沒有辦法判斷現在的光景，就會錯判情勢。 

這也像是走入迷宮中，特別是在每一天不斷的忙碌的裡頭，你就會

覺得好像在迷宮中找不到出路。在竹南運動公園裡有一個迷宮，其實只

要走過一、兩次就會知道該怎麼走了，當你走到某個地方就好像有自動

導航一樣，因為你知道這條路是錯的。 

如果你沒有很正確真理的眼睛，很多時候我們就會迷失！更正確的

來說就像眼瞎了一樣看不清楚。在約翰福音 9 章講到一個生來瞎眼的

人，當耶穌和門徒一行人走到西羅亞池的邊上看到這瞎眼的人，門徒的

焦點都放在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瞎眼？門徒就問耶穌：夫子，這人瞎眼

是他犯罪？還是他的父母犯罪？ 

耶穌告訴門徒：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

的身上顯出神的榮耀。接著耶穌就用了個很奇怪的醫治方式，耶穌吐了

唾沫和泥就塗在瞎子的眼睛上，接著叫他去西羅亞池洗。聖經說這人去

洗完回頭就看見了。 

這個人得著了醫治，這原是美事！結果麻煩的事就產生了，法利賽

人就開始追問這個人為什麼會得到醫治？他說：有一個人叫耶穌是他治

好了我，他是從神來的。根據聖經說他因為堅持是耶穌醫好他的，他就

被趕出公會、趕出猶太人的族群。 

後來耶穌再次的造訪他，說：有眼睛看的到的人，心裡卻是瞎了。

這人眼睛雖然瞎了，但是心卻沒有瞎，他知道耶穌。而在我們的生命中

有沒有可能我們的靈魂迷失了？屬靈的眼睛瞎了？這是有可能的！所

以，今天我們必須要用真理來擦亮我們屬靈的靈魂與眼睛。 

親愛的弟兄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靈魂興盛一

樣。(約參 1:2) 

約翰在這裡講到三件事！很多時候我們的禱告是：我的工作職場能

夠平順、功課順利，這叫凡事興盛！這是我們的禱告與祈求！也是最深

的期盼。不單如此我們的禱告也是祈求身體健壯！然而老約翰說：雖然

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及靈魂興盛來得重要。因為當你的靈魂興盛的時

候，你就能夠經歷那凡事興盛、身體健壯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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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代太可怕了！假如你的靈魂錯誤、你在東抓西抓，到最後就

會經歷很大的難處，因為你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事實。今天還沒有認識

神的人他們也都在東抓西抓！最近我小女兒的作業是要訪問學校的數學

老師。小孩子很會列問題，她列了許多的問題，有個題目我覺得很有

趣，這個問題是：請問你為什麼要從事教職？當老師的過程中有沒有遇

到什麼挫折？ 

這個老師說：在考試的過程中實在是非常的堅困，但是當我在困

難、低潮，覺得快要放棄我的夢想時，五月天的歌安慰了我…。我聽了

就覺得非常的有趣。我們必須要承認這個世代都在找尋，我們也是！但

不要忘記我們是神的兒女，如果沒有真理進來！那你可能也會誤會。 

假如我們沒有定睛在真理之中，如果我們的靈魂沒有辦法興盛，我

們就會迷迷糊糊、人云亦云。詩篇 23 篇中大衛的禱告：他使我的靈魂

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早上起來的時候是最渾渾噩噩的，你

要甦醒過來，之後眼目就會打開、靈魂就明亮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來

分享的事是非常的寶貴，但願我們一起來學習靈魂甦醒、靈魂興盛。 

1.真理是可以檢視(v3)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約參 1:3) 

聖經用「證明」用了很多次。你裡頭有沒有真理、神的道是可以證

明的。這個世代很多人喜歡證明！如果有人跟你借錢時把上帝拉進來：

我用上帝的名義發誓，我絕對會還你錢…。在美國根據統計有 2/3 的人

不會還錢！就是因為不會還錢，所以才要拉一個什麼來證明一下，很多

時候我們得到的都是很膚淺、也很虛偽的證明。 

聖經告訴我們這是可以證明的！就好像「古董」之所以被稱為「古

董」是因為這是可以被證明、檢視。有個畫家叫蔣廷錫，他很喜歡模仿

南宋的畫風，通常一般仿古的畫一點都不值錢，但是他的作品很珍貴、

也很值錢，因為這位畫家是清朝人，他出生在庸正、乾隆年間距今有 2

百多年，所以就算他的畫是贗品、是仿冒的，但他的畫也算是古董。 

神的道、真理在你、我的身上當然也是可以被檢視證明的。在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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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前書裡保羅說：有火經過，我們的工程就顯露出來。這就是被檢驗！

真金不怕火煉，有金銀寶石就可以被留下來，草木禾楷的工程馬上就被

燒掉了，真理有在你的裡面嗎？這也是可以被檢查出來的。很多人滿嘴

的真理可是行出來的卻不一樣，要小心這是假的。 

2.真理是放在心裡(v3)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約參 1:3) 

真理是要放在心裡的！每次讀完神的話語請你要放在心裡儲存起

來，最好用屬靈的保險箱框起來不要讓他流走，這樣你才能夠判斷何謂

真假。當你越清楚明白、曉得神的話語的時候你也才能看清楚。現在問

題來了！為什麼你會把真理放在心裡？那是因為你知道這很重要。 

但是現在很多人不覺得真理很重要，所以就亂放、隨意丟棄以致於

蒙塵。聖經告訴我們：必須要存在心裡，因為那是神的話，是非常寶貴

的。如果是不重要的你會隨即就忘！就像電腦的資料庫有一些很重要的

檔案一定要存留起來，不能忘、也不能刪掉。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 6:21) 

我再說：你必須要把真理放在心裡。如果真理和金錢相等，你覺得

金錢比較重要那你便會棄守真理。有一個弟兄在百貨公司的職務是負責

審查那些要進櫃的廠商，其他的樓層則由不同的同事負責，一段時間之

後他發現那些同事怎麼老是在換不同的名車，而他永遠是開著原來的小

破車。原來是有些廠商為了順利進入百貨公司設櫃就送紅包給那些同

事，可是這個弟兄則堅絕不收賄。 

過了幾年之後這件事情爆發，公司的高層就開除了所有收賄的人，

但唯獨這位弟兄仍然繼續工作。當真理與金錢同時擺放在你眼前時，你

願不願意繼續持守真理呢？如果你覺得真理很重要，就會放在心裡並且

反覆的思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真理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詩篇 119 篇中詩人說：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你千

萬不要得罪神，把神的話放在心裡面是最穩妥的，讓神的話充滿你，免

得你不清不楚就會很麻煩。耶穌在馬太福音 23:35 說：天地要廢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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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卻不能廢去。天地都要廢去，但是真理是不會被廢去的！所以神的

話一定要長存在心。 

3.真理是要有行動力(v3-4)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參

1:3-4) 

真理就是一個動詞！就像愛一樣是名詞也是動詞，你不能嘴上講愛

但是沒有行為，真理也是如此需要有行動力。按真理而行就是行在真理

之中！老約翰有提到三個人，第一個和第三個是他所讚賞的，但是對第

二人他就有些的責備，這個人的問題不在於他是異端，而在於他清楚真

理卻沒有行出來。 

如果生命停留在做不到，就會變成理想與現實上的差距。我們知道

神愛我們、上帝要建立祂的國度，彼此相愛款待、彼此幫補多麼美好！

可是這永遠停留在理想狀態，現實處境卻做不到、彼此相鬥交惡。保羅

嚴嚴的告誡哥林多教會：你們竟然把教會裡面的事情拿到法院去告。這

成何體統？太丟臉了！毫無見證可言。 

今天在教會中假如我們懂得很多的真理，滿嘴的真理卻行不出來，

這是基督徒最大的為危機之一。我們不是異端、也了解三一神，也明白

耶穌的神人二性，我們都懂可是問題在於：知道卻做不到。或者是我們

不想做？不能做、不敢做！這太可怕了。到最後我們就會變成兩套的系

統，主日時是一套、離開教會時就變成另外一套。 

真理行不出來就沒有見證，那就不用提前面所講到的第一件事：檢

驗。因為這叫「沒有見證」。這好可怕！外邦人會怎麼看你？原來基督

徒也是如此這般？求神幫助讓我們把神的話放在心裡，好讓我們可以行

出來。 

當時的問題就是這樣，滿口仁義道德、滿口的屬靈真理，這些法利

賽人、文士、了解真理的人。馬太福音中耶穌說：他們把難擔的重擔，

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太多的時候我們只會

講真理，自己卻不行真理。要饒恕人、愛人、要款待人，但是我卻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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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最後真理永遠只是理想。神要給我們的擔子是輕省的，不是讓你

被壓的喘不過氣來，求神幫助讓我們能夠行出真理。 

4.真理是讓人滿足(v3-4) 

什麼叫滿足？就是你晚上要睡覺時想到就會笑！這就是滿足。你吃

到美食、去到好玩的景點…這些都只能讓人開心一時，沒有辦法持續下

去！可是我講到的是喜樂。老約翰在約翰參書 1 章 3-4 節中一連講到：

我就甚喜樂…。我的喜樂…。約翰有喜樂在裡面！這個喜樂就是滿足。 

真理是可以讓人滿足、喜樂的！所以在約翰三書裡面他講到三個

人： 

1、該猶(v1) 

2、丟特腓(v9) 

3、低米丟(v12) 

老約翰非常的讚賞該猶和低米丟，可是唯獨丟特腓這個人有一些的

問題，他喜歡在教會裡當老大，但是不知為何他對老約翰有意見，不願

意接待他。有可能是因為老約翰講話比較嚴厲，如果你跟一些屬靈的長

者講話就可以了解，通常他們說話比較嚴謹、直接。 

老約翰可能講了一些重話讓丟特腓感覺不舒服，所以他對其餘的人

說：你們不可以接待老約翰。他自己不接待就算了，也不允許別人接待

老約翰。丟特腓是讀聖經的人，這個教會也非常明白聖經。讀經很好可

是要小心，如果只會讀聖經卻行不出來，那是極端。如果不讀經卻很熱

心的去服事人，這是另外一種極端。 

有一位姐妹很羨慕另一位姐妹非常的熟悉聖經，於是下定決心要開

始讀聖經，但是這個姐妹的動機不是為了渴慕神，而是要跟對方「拼下

去」這個動機是錯誤的。真理是要平衡的，否則就是危機！丟特腓的教

育、神學沒有問題，但問題在於他行不出愛。 

約翰三書和二書是完全的反差！三書的人很理性也都喜歡讀經，可

是約翰二書中教會的問題是很有愛心卻沒有真理，不喜歡讀經！以致於

接待了不該接待的人，導致異端進入這個教會。這兩個教會完全相反。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處，能使你滿足的有時候可能是我們身邊的那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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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所以真理是可以讓人滿足的！你願意成為可以讓人滿足的人嗎？

求神幫助讓我們成為使人得滿足的人。 

5.真理是與人分享(v5-6) 

真理是要分享出去的！可是怎麼分享呢？不是只有言語上。這裡講

到與人分享的三個態度： 

1:5 親愛的弟兄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忠

心」 

1:6 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愛心」 

1:6…你若配得過神，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成全」 

也許我們可以忠心的陪伴、好好的愛他，但是講到成全卻是不容易

做到。老約翰說最直接的就是幫助人走生命中的一哩路、兩哩路。我再

說：真理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讓人滿足的。今天提到的：真理是可以

被檢視的、也要把真理放在心裡、真理是要有行動力、真理要讓人能得

滿足、最後就是真理要與人分享。 

這個世代太多的聲音，每一天也都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是我們要

學習用真理去分辨，不要人云亦云！神的話就是我們生命中的錨，當風

雨飄蕩、外面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聲音時，真正可以使人眼睛明亮的就是

神的話語。在 2021 新的一年中讓我們用神的眼光看待事情，用神的話

語來建造我們屬靈的生命。 

 

【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兒童牧區(01/24) 

 

 

 

 

▲活潑小組(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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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人生中的好消息──每個人都需要好消息而來的盼望 

經文：太 9:27-38 

 

 

三、用祝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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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蘇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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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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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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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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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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人 
60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9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6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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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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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