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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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葉素珠姊妹 

講  道： ----- 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太 14: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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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0 
※什一奉獻：[#22]8000、[#23]1500、[#黃美玲]1000（竹南) 、[#33]1000、

[#34]850、[#129]2500、[#141]3000) 、[#1060]1200、[#56]5000 

※感恩奉獻： [#23]500、[#129]1500、[#林信夫]2000、[#陳宥諗]6000、[#主
知名]3500、[#主知名]1000 
更正:上週什一奉獻[#郭卉婷]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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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將於 3 月 28 日進行一年一度的「敬祖思親主日」，如弟兄姊妹

要紀念親人，請在招待桌上登記。 

3、 為保持二樓主堂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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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去年奉獻資料已公布於招待桌上，請大家確認；若如無問題，請在

編號上打勾，請便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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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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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會訂於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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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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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請為台灣目前嚴重缺水代禱，求主賜下雨水降在各水庫。 

 

【讀經進度】 

02/28(日) 

03/01(一) 

03/02(二) 

03/03(三) 

03/04(四) 

03/05(五) 

03/06(六) 

03/07(日) 

靈修：太 18:21～35 

靈修：太 19:1～12 

靈修：太 19:13～22 

靈修：太 19:23～30 

靈修：太 20:1～16 

靈修：太 20:17～34 

靈修：太 21:1～11 

靈修：太 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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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的好消息 
──每個人都需要好消息而來的盼望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9 章 27-38 節 

 

人生中都希望能夠聽到好消息！每當過年時

總是會讓人覺得很興奮，特別是對孩子們來說這

是一件會讓他們引頸期待的事，因為可以收到父

母親所精心預備的壓歲錢。這個世代充斥著太多

糟糕的消息，2020 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活在恐

懼、害怕、甚至於是沒有盼望當中，但是！神是

願意給我們好消息的。 

那什麼是好消息呢？每一個人的定義並不一樣，對於學生來說，當

老師宣佈：今天不用上課。這就是個好消息，但對於很喜歡上這堂課的

人來說就未必算是好消息了。所以好消息是有相對性的，有些人適合而

有些人不適合。 

當你的身體微恙時到醫院做檢查，你會期待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但

這等待的過程卻是很煎熬的，因為不知道檢查的結果會是如何？或是你

在等待一個工作機會，你會期待收到的是錄取通知書。今天這個世代我

們都在等待的是一個好消息。 

然而，這些好消息很多時候都是短暫的！牧師曾經寫過一本書投遞

到各大出版社，但卻沒有一個出版社願意發行，在那漫長的等待之中每

一次收到的回覆都不是好消息。後來感謝神這本書終於在 2008 年出版

了，後來居然三刷，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神成就了這本書。 

我要講的是我們在等待的都是人間短暫的好消息，一份好的工作、

健康檢查、入學通知又或是出版通知但是這些能夠讓你開心多久呢？這

些都是很短暫的。今天所要講的是人生中的好消息，新約中一開始有四

卷的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這個字在英文就是：good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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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原來耶穌基督來為的是要幫助我們，在我們的人生中宣佈一個好

消息，這個好消息對於你我的永恆是有幫助的。 

很多時候我們得著的是剛才所提到的紅包裡有多少錢、一個好的工

作機會…等等。這些消息固然對你有幫助但卻沒辦法存到永恆！唯獨透

過耶穌所帶來的好消息我們才能夠進入永恆。 

聖經在以西結第一章和啟示錄第四章都有提到過四活物，這四活物

分別代表著四種動物：獅子、牛、人、老鷹。以西結書中提到的四活物

是一隻但卻在前後左右有四張臉。啟示錄中形容的卻是有不同的四隻，

但是形象卻與以西結書中所說的一樣。 

這四種動物分別對應到了四福音書中所介紹的耶穌基督的形象！耶

穌基督所帶來的福音是什麼？首先你要先認識耶穌基督是誰？在馬太福

音中提到了一個家譜：從亞伯拉罕到大衛…接著直到耶穌基督，這裡講

到的是君王的家譜。耶穌就是天上的大君王！所以猶大的獅子就是君王

的支派。 

馬可福音講到的是第二個表徵：牛。台灣人對牛並不陌生，牛活著

時可以用來耕田，死了之後牛皮可以從頭到腳用盡，牛就像是僕人一

樣。馬可福音記載耶穌在加佰農的徹夜服事，祂沒有休息就像僕人一

樣。耶穌來到我們之中不是要命令我們而是來服事的。這是馬可福音所

呈獻耶穌的面向。 

路加福音講到耶穌是人子！其中也有講到耶穌的家譜，對應到的是

亞當，也就是人的兒子。路加所描述的都是弱勢團體，只要注意看其中

講到失羊、失錢的比喻、浪子回頭…。耶穌在這裡講到的是人子！祂是

百分之百的人。 

最後講到老鷹的就是最後一卷中的約翰福音！約翰福和其他三卷的

福音書不一樣。馬太、馬可、路加是按著耶穌的時間序而寫的，可是約

翰福音一開始卻從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沒頭沒尾就像在講創世記

一樣。因為老鷹都是在懸崖峭壁中從來不會下來的！老鷹是在天上飛

的，祂是神子。 

這四卷福音書說明了耶穌的君王、僕人、人子、神子這四重的身

份。如果我們了解四福音書中所講到的好消息，今天早上就要來思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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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得著這個好消息！或者是這好消息到底是什麼？每一個人都需要從好

消息中而來的盼望。人生之所以可以走下去是因為有盼望，而這個盼望

就是一個好消息。 

1.好消息是給絕望的人們 

在無奈、無助的時候，這好消息正是給他們的！我們必須要承認的

是：福音這件事，通常人在困難中是很容易就可以接受的。因為他需要

福音、盼望，需要有能夠走下去的原動力！在人的盡頭中原來就是神的

起頭。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9 章告訴我們：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太

9:12) 

這裡講到有病的人指的不是身體上的疾病，而是心裡生病了。這世

代是一個心裡生病的世代，因為人有罪。所以耶穌要講的是：如果你的

心裡很健康，你根本不需要耶穌、不需要恩典與救贖。但是我們的生命

中會因為罪的緣故被扭曲、改變了，上帝原本的設計是美好的，結果卻

因為罪的緣故改變了我們，以致於我們需要耶穌。 

我們因為罪而生了病，以致於心裡扭曲、性格是不對的，每一個人

都是如此！所以我們是需要耶穌的。所以當你承認你有病、當你承認你

有罪、你需要耶穌時，那盼望、這好消息正是要給這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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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9:36) 

耶穌看見他們「困苦流離」這裡講到了 2 件事： 

(1)困苦：就是被壓制、捆綁、挾制，沒有自由的空間。 

(2)流離：就是顛沛流離，被人離棄。如果你有寄人籬下的經驗就

能理解！ 

這裡講到的 2 件事，耶穌來要給那些絕望、困苦流離的人。我們必

須要承認這是個困苦的時代，多少時候我們被捆綁、被壓制，不是嗎？

就像每一年新春時期有多少的禁忌、不可做的事，這就是讓人感到很困

苦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們會被壓制。 

不單如此，中國的 12 生肖還有正沖、偏沖要安太歲，否則就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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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遂…。人就活在那不自由當中！非常的困苦。如果在家庭、教會中沒

有歸屬感這也是非常可悲的！神原來設計教會就是要讓人有歸屬的。耶

穌在第 9 章 27-38 節的經文中一開始舉了 2 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耶穌從那裡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

憐我們吧。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

這事麼？他們說：主阿！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著你們

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說：你

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們出去，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

(太 9:27-31) 

耶穌經過這地方有兩個瞎子(這兩個瞎子就是剛才提到困苦流離的

人)他們被人到處趕逐，只能同病相憐、相互取暖。耶穌邊走有兩個瞎

子一邊跟著祂一邊喊著：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然後根據 28 節講

到耶穌並沒有停下腳步醫治他們，而是讓他們跟隨著耶穌進入一個房子

中。為什麼耶穌要這麼做？這是一個信仰的歷程！跟隨耶穌不能只是嘴

上說說，而是要跟隨著祂。耶穌要考驗、測試他們到底是不是相信並願

意跟隨耶穌。 

第二件事耶穌問：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他們說：主啊，我們信。

這是耶穌要他們做的一個信仰的宣告！流離失所的人第一個需要跟隨耶

穌，而且要跟隨到底。第二個要常常來到耶穌的面前宣告：主啊！我們

信。「我們信」在希臘原文中是非常強烈的確定，這跟「阿們」很的接

近，是一個很強烈的字眼，我們非常確定我們信！流離失所的人是很需

要耶穌的。 

他們出去的時候，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巴，帶到耶穌跟前來。鬼

被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

過這樣的事。(太 9:32-33)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這人是啞巴鬼，不能講

話是非常痛苦的事，我在 2010 年去泰國 10 天就像啞巴一樣，不單不能

講話連看到的文字都是完全看不懂的，所以有人要學習謙卑這個功課到

國外就馬上可以謙卑下來，因為你會完全束手無策。 

這個人是被鬼附的啞巴，耶穌的醫治方式跟前面的瞎子完全不一

樣，耶穌直接把鬼趕了出去，這啞巴就是困苦的人。被鬼壓制、干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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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痛苦的經驗，求神幫助我們知道即便我們快要進入那流離失所的光

景，要知道神的恩典能力進來的時候，祝福就會臨到。 

啞巴是沒有辦法說話的，神竟然愛他！你正在流離失所當中嗎？你

覺得在家庭、工作職場上甚至在教會中沒有歸屬感嗎？或是像這啞巴鬼

被壓制沒有辦法說話？求神幫助我們知道耶穌正是為那些在絕境中的人

們所預備的！ 

2.好消息是要聽對的聲音 

 這個世代充滿許多各種不同的聲音，如果要聽這些聲音實在是太

累了！當耶穌醫好啞巴鬼之後就有兩種聲音出現了：鬼被趕出去，啞巴

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太 9:33)有一群人說：上帝祢好棒啊！我要感謝並歸榮耀給祢。可是卻

有另一種人(法利賽人)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太 9:34) 

 在這個世代有很多人，很多時候對於耶穌所帶來的福音有這兩種

態度：哇…上帝真美好！福音就是要傳給這種人。而另外一種人：那也

沒什麼！我信的也很好。落井下石、酸葡萄、冷眼旁觀，這種人跟他講

了老半天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要聽對的聲音！如果你聽了錯的聲音就會受到影響，看

不到盼望。施洗約翰一生中只聽神的聲音，他在監獄中也許會有疑惑，

所以耶穌告訴他使人復活、瞎子看見、瘸腿的行走的就是彌賽亞！耶穌

也再次的堅固施洗約翰的信心。(參閱太 11：1-10) 

 施洗約翰活在曠野中，他只聽神的聲音！這世代有好多的聲音，

手機一打開就有不同的訊息進來，可能有些話會感動你、觸摸到你的

心，但是要聽對的、正確的聲音，如果被那些負面、酸葡萄的聲音影響

那就很麻煩了，你會看不到盼望。 

3.好消息是耶穌帶來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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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9:35) 

 真正的好消息不是這些格言、任何人的保證、言語，真正的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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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耶穌帶來的盼望！這裡看到耶穌所作的三件事：教導、傳福音、醫

治。耶穌只作這三件事情！這也是耶穌服事的次序。很多時候如果你不

了解真理、不認識耶穌、不明白福音的真諦就去傳福音，那是有問題

的。 

 如果跳過教導而去醫治人，很多教會喜歡辦各種神醫特會，神醫

特會不是不好，可是你如果不了解福音、真理的核心價值時，即便人得

了醫治但是馬上就會離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次序！首先要了解真理，

為什麼基督徒要接受裝備？因為我們了解真理後就能夠去傳福音，而且

是傳正確的福音，最後你才能經歷神蹟奇事。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前提是要正確的認識福音。所以當你要去

傳福音時，首先要能明白真理！不能亂傳否則會誤人子弟。以前在讀神

學院時學士班 4 年，碩士班 3 年，有人說其實這樣是很有限的。醫學院

要讀 7 年！但讀 7 年是醫好人的身體，然而要幫助人把他帶入永恆中，

這是很神聖的不能亂講，3 年、4 年那裡足夠？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的盼望是在人而不在神！所以要開始去學習有個大

膽的盼望，這個大膽的盼望是要放在困難之前，不能被困難壓著走。很

多時候我們是困難一來到就像堤防潰堤一般開始害怕而四處亂堵水。我

們要的是超前部署！屬靈生命的提前部署就是要把盼望放在困難之前，

而不是把困難放在盼望之後。 

 每次禱告時我們都會說：阿們。「阿們」的意思就是誠心所願，聖

經的翻譯中耶穌每次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這實實在在就是：

阿們、阿們。當瞎子說：我們信。在啟示錄第 4 章中把兩個字湊在一起

更強調：我們堅信。當你說阿們時，就是：我相信、我願意，也是抓住

上帝的應許。所以不要輕看弟兄姐妹的禱告！當教會中禱告時你就像是

一把火，一起來參與這禱告中。所以阿們很重要，這就是耶穌所帶來的

盼望。 

4.好消息是必須與人分享 

耶穌不單是帶來盼望，當你領受到這個好消息時請你一定要與人分

享。什麼是與人分享？聖經中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他看見許多



 

 10 清心週刊 

的人…。(太 9:36)耶穌的眼光與你、我不同，祂看見了心中就有了憐

憫。傳福音不是教會的規定但是是一個使命，你有責任要跟人分享這個

福音的好消息！因為這是上帝所託付給我們的。因此你的眼中必須要

「看見」。 

旅遊時我們眼中看見的是風景，但如果是跟著保羅這趟旅程就會很

不一樣，保羅的眼中看到的是一個個失落的靈魂。我非常喜歡慕迪先生

(美國佈道家)他有一次在英國演講，當天人潮爆滿，不單如此當他呼召

時很多人就決志跟隨耶穌。 

在上個世紀他同時也帶來了歐美整個教會的復興，當時有許多的宣

教士百家齊放，包括來到中國的戴德生牧師，他建立了中國內地會。我

相信當時整個宣教的工作非常重要，跟慕迪先生絕對是密不可分的。 

當時很多的大學教授百思不解，他們受過許多的專業訓練，但是慕

迪是何許人也？他怎麼能讓那麼多人感動？所以當天下午教授們相約到

慕迪下塌的旅館，請教他講道的技巧。慕迪就把窗戶打開請教授們看一

看窗外，並說明自己看到的是什麼？當所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陳述自己

所看見的光景。此時就有人問慕迪看見的是什麼？慕迪的眼中流下淚

來，說：我看見的是一個、一個沒有得救的靈魂。 

各位，這是慕迪的眼光，也是耶穌的眼光！耶穌看見許多人心中就

憐憫他們。你如果要跟人分享時，你心中要有很大的負擔，這負擔是：

你看見萬一他們沒有認識神，他們是落在硫磺火湖的光景中。你、我可

以在上帝的國度中享受著平安喜樂，可是那些人呢？ 

所以！讓我們從 2021 年開始學習把福音的使命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在教會中歡喜快樂而已，而是能夠把福音分享出去。

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7-38) 

這個世代人們需要福音！但是因為人被惡者、魔鬼撒旦的技倆所

蒙蔽，以致於看不清楚真象！求神幫助我們能夠傳揚神的福音，福音是

給每一個需要的人。耶穌說：康健的人不需要醫生，有病的人纔需要醫

生。誰有病？每一個人都生病了。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去分享福音、分享

好消息、分享上帝的話語！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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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與主同行在風浪上的 6 個關鍵 

經文：太 14: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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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4 月：豆鳳美、趙芳芳 

 

日期 講  員 司  會 敬  拜 二樓招待     一樓招 待 備  註 

02/28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03/07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戴瑞鳳 

黃盟裁 

劉國政 
慶生、聖餐 

03/14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豆鳳琴 

豆玉嬌 

林晉甫 

林昱彤 
 

03/21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李麗美 

葉瑞全 

王長富 
 

03/28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敬祖思親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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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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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17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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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