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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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許素琴姊妹 

講  道： -------- 在安息中重新得力(太 12: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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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什一奉獻：[#05]1500、[#郭卉停]4700、[#黃美玲]10000（台中) 

※感恩奉獻： [#許素琴]500、[#侯敏玉]1600、[#翁秀菊]2000、[#主知名]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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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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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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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71 189,465 41,406 826,651 500,000 1,34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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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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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持主堂整理、清潔，即日起請勿在二樓主堂飲食。如需要飲食

的弟兄姊妹，可至一樓副堂。 

3、 如尚未拿到新春祝福紅包，會後請找牧師抽紅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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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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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會訂於 3 月 12 日起每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共 13

堂課，如要上課，請在招待桌上登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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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養 

8、 教會預定於 4 月 4 日復活節當天舉行洗禮，如欲受洗者，請向行政

同工報名，並安排《基要真理》課程。 

9、 活潑小組於本週二恢復聚會，歡迎參加。 

10、 三月份靈修書「活潑的生命」已經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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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請為今年暑期福音事工仍與學園短宣隊配搭服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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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痛)、信夫兄(洗腎)。 

【讀經進度】 

02/21(日) 

02/22(一) 

02/23(二) 

02/24(三) 

02/25(四) 

02/26(五) 

02/27(六) 

02/28(日) 

靈修：太 15:29～39 

靈修：太 16:1～12 

靈修：太 16:13～28 

靈修：太 17:1～13 

靈修：太 17:14～27 

靈修：太 18:1～9 

靈修：太 18:10～20 

靈修：太 1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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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福臨門 
──進入幸福的新生活 8 個模式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5 章 1-12 節 

 

 

今天要來談福氣這件事！我們華人都很喜歡

福氣，我上網去查了一下什麼叫五福臨門，其中

一點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原來以前的人覺得能

夠「善終」就是一種福氣。可是問題在於你能不

能決定是否可以「好走」呢？所以很多時候所講

的「福氣」就是你今生今世所能得到的恩典與好處。 

今天早上要談到八福臨門，在希臘文的原文中是把福放在前面，就

是：福氣呀！makarios。如果你有機會看到其他的教會弟兄姐妹之間的

問候語是 makarios 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那是個邪教，這只是對彼此

的祝福而已。 

如果你能了解這樣的情況時就會明白，其實耶穌是期待我們能夠得

到福氣的！但是這種福氣在地上是找不到的。關於八福學者們有許多不

同的看法，但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根據馬太福音中第 5 章 3-10 節的經文

當中所列出來的八福。但是不管是那一種說法請你都不要太意外，因為

這只是根據不同的立場去論述而已！不過牧師還是認為這是八福。 

在聖經中耶穌所講到的八福是很顛覆一般人的想像：虛心的人有福

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溫柔…等等，這些都會讓人覺得好像生活在另外

一個時空，甚至於會讓人覺得很困難！因為這個世界的價值不是這樣告

訴我們的。世人的價值是要富足、要強勢、要快樂、要會變通、不要死

腦筋…。然而！八福中告訴我們的卻是完全相反的道路，這就會變成是

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 

到底登山寶訓是在跟誰講？天主教的立場認為是取決於：耶穌看見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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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這當中的經

文。天主教的解釋很感人、貼心，但不一定是代表我們的立場！這裡講

到「許多人」還有「門徒」。天主教對於「許多人」的解釋是每一位基

督徒，可是每一位基督徒不一定都是蒙福的，因此！要蒙福就必須要成

為「門徒」。 

登山寶訓中所講的蒙福是給門徒的！那誰是門徒呢？天主教指的就

是包含神父、修士、修女這些神職人員，因為這些人的身上有兩個特

質，天國的八福在他們身上完全適用。第一是獨身、第二是沒有錢，任

何的慾望在他們的身上完全無法彰顯，所以這群人是特別的蒙福。 

馬太福音五章繼續往下讀提到：吩咐古人、聽見說、又有話說

(v21、27、31、33、38、43)過去的傳統…。耶穌會回到一個轉折：只

是…(v22、28、32、34、39、44)我告訴你們不可如此…。這是兩種不

系統：一種是過去別人的想法、立場是什麼…，這個是「許多人」。另

一種是，只是我告訴你們不可以…，這是特別蒙福的人。 

耶穌所講的不是那群特別被呼召出來的神職人員，因為馬太福音

28 章耶穌說：你們要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是指每一個人！如果是

這樣的話，天國的八福適用在你、我每一個人的身上。但是問題來了，

這些規定會讓人覺得好難啊，甚至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特別是在馬太

福音 5 到 7 章這三章中耶穌所講的登山寶訓、天國的憲章，你會覺得很

不可思議。 

今天要分享的八福不是在指你的個性，也不是在講你的人性，因為

從人性的角度上來看那根本做不到！在這裡講的是你的慣性，也就是你

的態度。態度可以成就你的慣性，而習慣可以成自然，祂要挑戰的是你

生命的態度。每一福都是在挑戰你生命的慣性、生命的態度。 

假如我們可以調整，你就會發現耶穌所講的不是高不可攀、遙不可

及好像我們根本做不到。耶穌要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八福臨門，而這

八福臨門是在於我們怎麼樣去看見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當我們在

讀到八福時一定要把後面的提到的東西連結起來： 

靈裡貧窮→天國 

哀慟傷心→安慰 



 

 6 清心週刊 

柔和謙卑→溫柔 

飢渴慕義→得飽足 

憐恤他人→蒙憐恤 

專一心志→看見神 

使人和睦→神的兒子 

為義逼迫→天國 

這八福千萬不要只讀前面而已，一定要連起來看，當你連在一起看

的時候就會發現耶穌所講的沒有這麼難！耶穌樂意打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在你、我的身上。前提是你的態度，你願不願意活在慣性的裡面、習慣

的當中，然後讓上帝來祝福你。 

1.幸福，就是靈裡貧窮 

 什麼是幸福？幸福不是你以為的那些外在可以得著的，那些常常

會讓人失望。但是耶穌所講的幸福是讓你的心中能夠真正的滿足！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天國是什麼？各位如果有去過總統府或是白宮的就知道那是十分尊

榮的地方，今天我們要講的天國是非常榮耀的地方，誰能夠去呢？今天

什麼樣的人可以去總統府裡拜見總統？或是享受豪華的遊輪、五星級的

飯店？一種是有錢、另一種是有權的人，你、我都沒錢也無權怎麼能夠

享受這些呢？如果是這樣反推聖經告訴我們的：虛心的、靈裡貧窮的人

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那尊榮的不得了的天國免費送給你，只要

你貧窮就可以進去。 

這完全是個反差！神樂意接納我們是因為我們裡頭有一個很謙卑、

樂意貧窮的靈並且有渴慕在其中，唯獨我們承認自己心靈貧窮，就好像

一杯水全部是空的，渴望上帝將祂天上的恩典傾倒在這杯水中，如此一

來，上帝就會多而又多的賜福給你。 

心靈貧窮的有福了，這跟我們理解的不一樣。誰會立志要貧窮？然

而耶穌告訴我們：當你心靈越貧窮的時候，天上的門會為你而打開，而

且是免費的！不一定要有錢、有權，耶穌帶來一個全新的價值觀。當我

們讀馬太福音就慢慢可以理解，原來有一群人掌控了錢和權，這群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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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文士、祭司或大祭司。 

上個禮拜劉三牧師講的很清楚，法利賽人就是到處去訛詐人的人，

找了很多的理由就是想得到更多的錢財，這就是今天這個世代的人。然

而感謝神！神不看這些！你沒有錢、沒有權但是裡頭有心靈貧窮，我恭

喜你，神悅納你歡迎你進入祂永恆的國度中。 

所以心靈貧窮是什麼？就是把自己榨乾讓神來充滿我，這叫心靈貧

窮。如果你帶著很多的知識、自以為是神沒有辦法使用你，或是你對聖

經有很多的明白了解，神沒辦法用你！除非你常常來到神的面前歸零。 

2.幸福，就是哀慟傷心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安慰。(太 5:4) 

這個世代告訴我們要快樂！但是耶穌告訴我們：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安慰。我們需要來到神的面前哀慟！你為什麼會哀慟？因

為只有哀慟的人才能了解哀慟的人的悲傷。當我們經歷過哀傷時才能了

解人心靈最脆弱的處境。 

神要我們哀慟是因為我們心靈有最真實的情感，這個世代不講哀慟

而是要很剛強，有句話叫：男兒有淚不輕彈。華人的文化告訴我們要堅

強，然而聖經告訴我們的是要哀慟，哀慟的人才能明白神的心！才能得

著安慰。如果你要得到神的安慰，前提是要學習來到神的面前哀慟，為

自己難過，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憂傷上帝會安慰你。很多時候我們不得安慰！為

什麼？第一覺得不需要受到別人的安慰。人總是覺得自己要剛強一點，

常常是不肯受安慰的，覺得你講的我都知道，但是卻做不到。要來到神

的面前學習哀慟，在神的面前流淚吧！難過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是件美

事。 

聖經中有一對婆媳檔，拿俄米和路得都有共同的經驗，她們的老公

都在士師時期因為戰亂、飢荒而死了，拿俄米讓她的兩個媳婦回去自己

的國家，但是路得對拿俄米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裡我就去哪

裡。拿俄米無奈之餘帶著路得，兩人相依為命一同回到故鄉。 

拿俄米的生命是苦的、哀痛的，她帶著媳婦回去，但是神安慰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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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倆為她們開路，讓她們能夠成為參與彌賽亞家族的一員。要知道當

一個人哀痛的時候，神就會伸手進入你的生命、內心深處來安慰你。你

正在痛苦難過中嗎？來到神的面前求神安慰，神必然會安慰你。哀痛的

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3.幸福，就是柔和謙卑 

 什麼叫柔和謙卑？就是我可以調整我自己。這個世代有很多的人

死性不改！如果你去傳福音時告訴人要稍微改一下自己的脾氣，但有些

人就是不願意，那這樣沒有辦法成為見證。柔和謙卑就是願意接受上帝

的調整，當聖靈提醒的時候他願意馬上回到神的面前來調整，這就是柔

和謙卑。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5) 

在這個世代有幾種方式可以得到土地：在古時候人可以利用武力搶

躲來得到土地，現代人利用欺騙的方式來騙到土地權狀，也有人會用金

錢來購買土地，也有人是透過繼承而得到土地。你會發現這四種方式都

屬於比較強勢的！ 

溫柔的人有福了！溫柔的人不爭、不奪、不搶，內心中充滿了柔和

謙卑。那些用強勢手段的人可以爭到在地上眼睛所能看得到的產業，可

是溫柔的人可以得到的是屬靈的產業。如果一個人是柔和的常常會帶來

影響力，這影響力就會帶來屬靈的產業，人們會因著你而想要認識耶

穌。 

不管在家庭或是在職場上假如你信主前跟信主後都沒有改變，那誰

要信耶穌？如果你願意成為一個溫柔的人，讓聖靈來改造、翻轉你，那

結果會大不相同。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是願意被調整的，摩西、大衛、包

括約拿這個最頑梗的先知，當他們願意被上帝調整的時候就會成為柔和

謙卑的人。 

調整是一個屬靈的功課，也很不容易。約翰福音說這叫修剪，修剪

很痛的！可是一個溫柔、柔和謙卑的人願意也歡迎被上帝修剪。但很多

時候當上帝要下手修剪時，我們卻說：這裡可以剪…那裡不可以…。我

們是在主導上帝的修剪。溫柔的人卻是不奪、不爭、不搶的將主權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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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神。 

4.幸福，就是飢渴慕義 

沒有人喜歡飢渴的感覺，越飽足越好！這裡卻告訴我們要又飢又渴

又餓，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對上帝的道要有極大的渴慕！那你會得到

好處。很多時候我們追求的是在地上的飽足，不斷的在追求吃好吃的、

看美景…。但是即便你做完了這些之後卻又周而復始的重複那些事情。 

耶穌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義就是真理，這個世代有很多

不同的真理，但是你要追求的是神的真理。最近寒假開始了小孩在家裡

要做一些家務，她們常常喊著：不公平。這個世代在追求的是公平，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個世代充了各種不公平的事情。 

然而聖經告訴我們要飢渴慕義，要飢渴那公平的事，這公平的事在

誰的手中？在神的手裡！求神幫助讓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公平？在

神的手中就是公平。大衛有一天去清點國內的人數、軍隊的人口，因此

而得罪了上帝！上帝給了他三條路來選擇，大衛那一條都不選說：我寧

可落在耶和華的手中。 

大衛知道一個原則：千萬不要追求地上的公平，那是不可能的事

情。飢渴慕義就是對上帝極度的渴慕，當你對上帝極度的渴慕時就會找

到神。所以耶穌說：尋找的就尋見，扣門的就開門。感謝神今天你我都

在尋找神因此就可以在神面前得著飽足。如果你願意每天讀經、QT、

思想神的話語就會得到飽足，這是地上沒有辦法拿走的。 

5.幸福，就是憐恤他人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卹。(太 5:7) 

憐憫別人在今天這個世代好難喔！憐恤不一定是同情可憐別人，而

是感同身受別人的痛苦。一個人遇到痛苦的事而我們可以感同身受，這

叫憐恤他人。很多時候我們的心被矇蔽而不願意有側隱、同情之心，因

為我們只顧自己。 

保羅告訴我們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及別人。看見別人的需要

是基督徒的使命！我們為什麼要憐恤人？有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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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在主身上：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去既

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

章 40 節) 

2.作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 7 章

12 節) 

3.回應主的愛：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

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

嗎？』(馬太福音 18 章 32-33 節) 

 所以！我們也要學習去憐憫別人，因為主憐憫我們。 

6.幸福，就是專一心志 

清心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很乾淨的心，一顆乾淨的心必遇見神。

這個世代太複雜了，複雜到我們的心在做任何事的時候都沒有那麼單

純。每做一件事背後都充滿了許多複雜的情緒、想法，本來是好事都變

成不好的了。聖經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就好像一

杯水假如是很乾淨的你會看的很清楚，但如果裡面是很污濁的就看不到

裡面的東西。 

我們的裡頭如果帶著很多的條件、目的，那即便原來的使命是好的

都會完全的扭曲。上個星期劉三牧師跟我聊到在美國有教會辦福音活

動，一共有 8 堂課要邀請福音朋友參加，這給了小組很大的壓力，因為

不知道受邀參加的人會不會願意受洗。我聽到這件事後覺得很難過，救

恩怎麼會變成了做業績？ 

傳福音、帶領人信主是很美好，但是我們的動機如果只是要人受

洗，那這就不是美事了。耶穌告訴我們要有一個單純的心！什麼叫單純

的心？就是一開始認耶穌時那個起初的愛，越單純越好！難怪耶穌說：

不要攔阻孩子來到我面前。因為孩子有單純的心志！在信仰中越單純越

好，這樣就可以遇見神。 

當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以色列人不斷的抱怨以致於上

帝非常的憤怒，上帝就告訴摩西祂要擊殺所有的以色列人，並且使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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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裔成為大國〔參閱申命記 14:11-12 節〕這是非常誘人的條件，但是

摩西是一個清心、專一心志的人，他說：主啊！千萬不可…。摩西懇求

神並為以色列人代禱。摩西是沒有私慾、目的的人，他放下自己的想

法！這就叫清心。求神幫助我們去學習摩西，因為他不看自己只看重神

的心意。 

7.幸福，就是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 5:9) 

家和萬事興！我們都期待家人是和樂的，使人和睦是我們的工作。

你、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要進入家庭、職場和生活當中，我們要成為

神的兒子。神的兒子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使人和睦！本來一個很混亂

的場合但是我們一進去就變的很平和，這就是耶穌基督來的目的。 

耶穌來成為讓我們跟神之間和睦的橋梁，所以耶穌來就是帶來和

睦、和平的，因此我們本來就是要帶來和睦、和平，千萬不要成為麻煩

的來源！這是我們要好好檢討的，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要像天父一樣帶

來和平。我們要成為和平之子是帶來祝福的，這個世代很多的紛爭、混

亂，很多的言語批評，求神幫助我們不管是進入家庭、職場都是帶來和

平。 

8.幸福，就是為義逼迫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10) 

為義逼迫和幸福好像很難聯結起來！我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逼迫，

工作、經濟、健康上…有各種的逼迫，可是不要忘記聖經告訴我們：為

義受逼迫…。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是因為熬夜所以身體出了毛病，或是車

子沒有保養而出現了問題…這是我們自己咎由自取的。這裡講到的「為

義受逼迫」是我們都會為了福音、信仰的緣故付代價。 

沒有什麼事是不用「付代價」的！但是你付代價是有福的，為什

麼？因為神記念你。我很期待將來有一天見主面的時候，站在審判臺前

主說：你這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啊…。這是對我們一個極大的尊榮！司提

反當時被人用石頭打死的時候，聖經中說當時天開了，人子站在天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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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耶穌站起來迎接司提反回到榮耀的天家。為什麼？因為為義受逼

迫的人有福了！天國正是為他們預備的。 

這是多美的事情！將來有一天我們都要回到這永恆的天家，這個家

是為那一群因為信仰、福音而願意擺上、付代價、被逼迫的人預備的，

不要怕！因為我們是有福的，你的名字被記錄在天上。你不要因為名字

被記錄在天橋下或是匾額上而歡喜快樂，那是火一燒就沒有了，要為我

們的名字留在天上而歡喜快樂。 

因此！求神幫助讓我們知道在這個世代，每一個弟兄姐妹都是要付

代價的。有一個宣教士去宣教因為被逼迫、很多的不方便而覺得很痛

苦，於是他開始跟上帝抱怨：上帝啊！你怎麼把我帶到這個地方來？當

年他帶著滿腔的熱情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為主傳美好的福音，如今他

卻心灰意冷跟神抱怨。 

一開始神沒有回應他，一個禮拜過去當他禱告的時候神對他說：孩

子啊…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我知道這些是你能夠承受得了的。主所給

你的難處是因為你能夠承受的了！我想神都知道你、我的難處不是嗎？

時至如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仍然正為了信仰的緣故在家庭裡、福音上有

很多的痛苦、不方便，求神幫助我們知道為義受逼迫是有福的，因為天

國是記念這樣的人。 

今天早上談到的八福臨門，聽起來好像都很違反人性、不可思議，

但這就是蒙福！你會發現每一件事都是對到永恆。世上的一切都會過

去，但是唯獨天上的事是不會過去，這八福會存留到永恆。 

 

 

 

 

【劉三時間】    快樂作大人 
 

◎劉曉亭牧師 

如果有人問：這個時代跟以前哪裡不一樣？ 

有一個大家可以參考的答案：以前的人很想快點長大，現在的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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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想長大。 

原因也特別有趣，以前的小孩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行，大人總是

說：等你長大就可以了。 

所以長大是一件令人值得期待的事。 

但是現在的小孩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大人就威脅：你現在這麼

舒服，等你長大就知道... 

換作是我也不想長大。 

所以喜不喜歡長大的確跟經驗有關。 

在一個健康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會很樂意作大人，因為他完整地經歷

了成長的每一個階段，就會自然而然往前走。 

還記得國小畢業的時候大家都在畢業紀念冊互相祝福，不會因為學

校很好玩就拒絕升學，因為知道自己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趕緊長大

可以分擔家計。 

但是在科技環境長大的小孩根本不覺得「學習」是有必要的，因為

知識以及許多資源還有新的科技都太容易取得，變得理所當然，時間到

就會擁有，何必長大？ 

長大代表玩樂的時間減少，責任加重，加上還會變老變胖變醜，這

可是現代人難以忍受的，誰想要長大？ 

也因為科技的刺激太多，虛擬的遊戲太好玩，現實的世界太忙碌，

我們哪有時間理會心靈的成長？ 

就這樣，「長大」兩個字幾乎走入了歷史。 

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精神與心靈的疾病甚至自殺的比例都

逐漸攀升，失眠和憂鬱纏繞著現代人的空虛心靈。 

然而，真正的結論就是：享受長大的過程，快樂作大人！ 

不管我們的生理年齡是幾歲，如果沒有學會真正的親密和分離的界

線，不能在複雜的人係關係中準確拿捏分寸，又不能同時接受好與壞，

甚至沒有自給自足的經濟能力，也沒有規律的生活與運動同時又缺乏對

美學與藝術音樂的鑑賞，就等於沒有長大，並沒有真正完成人生不同階

段該有的體驗。 

說的更直白一點那就是：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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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為了吃飯而活著還是為了活著而吃飯？ 

確實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幹嘛活著，也根本不想活著，但是又

死不掉... 

原因就是因為成長的過程不完整，遺漏了很多該有的正向經驗，帶

著心靈的空虛往前走，不管實際年齡多大，心裡面就是個小孩子。 

上帝設計人類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隨著我們的能力越來越強大，

我們能夠理解的事物也越來越多，然後個性越來越成熟，我們就越來越

樂意接受挑戰。 

我們常說要有赤子之心指的不是一直當幼稚的人而是強調在成長的

過程中不要失去樂趣跟好奇。 

其實人活著就是要好玩，真正的好玩不是靠玩具或是科技而是依靠

成熟的心態。 

所謂成熟就是什麼年紀就做什麼事，早熟也不是什麼好事。 

人生的每個年紀都有那個階段的快樂跟憂愁，完成了以後就可以往

前走，有一天走到終點回頭看雖然不完美但是沒有遺憾。 

如果覺得做一個大人很不快樂那就代表我們在過去遺漏了什麼，趕

緊找出問題所在，補修學分以後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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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在安息中重新得力──重新檢視安息日的 5 個屬靈意義 

經文：太 12:1-21 

 

 

三、用祝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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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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 
37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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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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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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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