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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

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

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馬太福音 22章 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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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敬 拜： ---------------------  ---------------------- 神話樂團 

※如要奉獻，請自行將奉獻投入二樓樓梯口的奉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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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面人，太累了！(太 22: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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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5 
※什一奉獻：[#03]500、[#05]1500、[#08]6000、[#14]5000、[#22]8000、

[#23]1500、[#42]1000、[#81]2000、[#120]2000、[#122]1300、
[#126]4000、[#152]1500、[#153]6000、[#162]5000、
[#129]3000、[#1037]2000 

 

※感恩奉獻： [#03]1000、[#23]500、[#張倩]1000、[#廖肇華]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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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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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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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45 169,446 45,899 893,496 500,000 1,39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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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二樓主堂禁止飲食，請勿將食物帶入主堂內；如需要飲食，可

至一樓副堂。 

3、 亞東劇團於 4/24(六)下午 3:00 在竹南鎮公所演出「金花」，可向行政

同工免費索票，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4、 教會主堂木椅因久有需要更新，所需費用 8 萬元，請弟兄姊妹奉

獻、關心。 

5、 上週如有拿到去年奉獻證明的弟兄姊妹，因尚未寄至總會蓋章，是

無效的收據，如有拿到，請自行作廢，預計在三月底前可以拿到正

式的奉獻證明，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事工 

6、 教會將於 3 月 28 日主日進行教會一年一度的「敬祖思親主日」，如

弟兄姊妹要紀念親人，請在招待桌上自行修改或增加。 

7、 本週五(3/19)早上 9:30 在副堂有日語發音班，如報名者請準時上課。 

8、 總會大會將於今、明日(3/14、15)兩天在西湖渡假村召開，牧師將代

表教會參加，請為會議代禱。 

◎牧養 

9、 教會訂於 4 月 9 日起每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共 12

堂課，如要上課，請在招待桌上登記報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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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三月份靈修書「活潑的生命」已經來了，可向招待同工購買。讓

神的兒女天天讀經、領受神的話語，本週讀經進度列在下面。 

12、  

【讀經進度】 

03/14(日) 

03/15(一) 

03/16(二) 

03/17(三) 

03/18(四) 

03/19(五) 

03/20(六) 

03/21(日) 

靈修：太 23:1～12 

靈修：太 23:13～24 

靈修：太 25:25～39 

靈修：太 24:1～14 

靈修：太 24:15～28 

靈修：太 24:29～35 

靈修：太 24:36～51 

靈修：太 2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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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 
──與主同行在風浪上的 6 個關鍵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14 章 22-33 節 

 

在生命中總是會有最黑暗、最孤獨、最無助

的時刻，那時刻是你仿佛一個人孤苦伶仃的在等

待救援，你也巴不得黎明趕快到來，這漫漫長夜

的等待的經驗也是我們最不喜歡的！對門徒來講

他們也不喜歡這個等待的過程。 

在馬太福音 14 章的一開始，耶穌與門徒剛

經歷了一場五餅二魚的神蹟(參閱太 14:13-21)，這也是四本福音書中唯

獨一件共同記載的事件。有很多人不相信神蹟，上個世紀初有一個神學

思想(自由派)他們相信聖經卻不相信神蹟。 

很多時候假如我們的生命只用二元論來劃分：我相信上帝是美好的

神，可是卻不相信五餅二魚可以餵飽五千人還有餘。當信仰與理性完全

切割的時候你會發現信仰會變成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自由派人只要是耶

穌行過的神蹟都不相信，經文中耶穌走在海面上他們也沒有辦法接受。 

關於五餅二魚的神蹟自由派的解釋是：當小朋友拿出自己帶的五餅

二魚時感動了周遭的男人，紛紛拿出了所帶來的食物，於是便餵飽了五

千人。這是自由派神學的看法。他們不相信神蹟！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

神是作新事的神！千萬不要用理性去理解神。 

牧師服事這麼多年，有時候我都不太清楚上帝的作為，因為我不是

神。要知道你在神的計劃中是超越你的所求所想的，你會像詩篇的作者

一樣，我們滿心歡喜就好像作夢的人。當以色列人被擄歸回時就像是作

夢一樣！怎麼可能？但是神所給你的就像作夢一樣，那是不可能的事。 

很多時候我們喜歡的是美好的榮耀、上帝的祝福與同在。五餅二魚

是一個讓人驚艷的恩典與神蹟！在這之後眾人沒有辦法離開因為太感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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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太震撼了，從來沒有想過跟隨耶穌有吃有玩、有道可聽，所以他們

決定要當晚留在野地休息，但是聖經說：耶穌隨即催他們離開。(當時

他們在加利利湖畔準備前往北邊) 

透過馬太福音 14 章來思想在我們生命中會有最黑暗的時刻，然而

要怎麼樣跟隨耶穌走在這風浪中，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有 6 個重要的法

則與關鍵，只要抓住這 6 個原則我們可以繼續跟主走在海面上。 

1.趕快向主耶穌禱告(太 14:22-23) 

當你面對生命中的難處、黑暗的時候請你趕快向主耶穌禱告！也許

你會告訴牧師你都有禱告，可是這禱告是平舖直述？還是只有跟上帝眼

神的交會：上帝呀！祢知道我的困難，祢看著辦…。還是真的來到神的

面前情辭迫切的禱告呢？ 

如果要分辨你的禱告是否會感動上帝，我建議你可以把你的禱告錄

音下來自己聽聽看。你的禱告是否充滿了情辭迫切？如果你對上帝沒有

熱情、沒有渴慕那麼你對上帝就不會有動力。每一次的困難我們都覺得

上帝知道我們的需要，所以禱告 5 秒鐘就結束了，可是假如我們對主耶

穌的禱告不花代價、如果我們禱告的祭壇都荒廢了，是沒有辦法讓我們

的問題得到解決。 

正確來說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與主同行在水面上，這是不可能的事！

來到神面前情辭迫切的禱告前提是你跟上帝有沒有關係？如果你平常也

不讀經、也跟上帝一點關係都沒有，那你就會跟上帝漸行漸遠。你的禱

告就會變的很奇怪，不曉得要跟祂說什麼，因為你不習慣跟祂說話。 

有一對牧師夫妻平常忙於服事教會，講到事工、弟兄姐妹的需要都

很有熱情，但牧師和師母倆人卻一點共同的話題都沒有，當他們發現有

這個問題後，當時孩子還小也有姐妹願意幫忙照顧，於是倆人就出去約

會。牧師和師母來到餐廳吃完飯兩相對眼無話可說，因為平常太忙也沒

有話題可以說，到最後牧師終於開口了，他說：時間差不多了，不要坐

太久、孩子還放在人家那裡這樣不好意思。 

很多時候我們跟上帝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對上帝沒有熱情，

一點關係都沒有，久了之後你會發現禱告是枯乾、沒有內容的。我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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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生活經驗、工作上的事情洋洋灑灑，可是跟上帝卻無話可說。如

果你要與主同行在風浪上，請你一定要情辭迫切的禱告。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散了眾人

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太

14:22-23) 

耶穌催門徒上船，那耶穌要作什麼？耶穌有沒有很重要的事情要

作？有！耶穌獨自上山去禱告，而且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有時

候你找人禱告會有很多的干擾，一個人禱告是最安靜的時刻，你來到神

的面前，時間仿佛是沒有意義的。你要來到神的面前學習禱告，耶穌是

一個禱告的人！祂給人的榜樣就是要禱告，而且祂喜歡一個人禱告。 

耶穌禱告的時間到了門徒還不走，耶穌說：你們趕快離開…。

「催」這個字眼是很強烈的！意思就是耶穌有需要。如果你遇到風浪、

困難但不禱告，你的屬靈生命是有問題的。你遇到困難卻不禱告而是去

找朋友、找可能的支援，你的信仰是有問題的！因為你的朋友、支援會

不會就是你的神呢？求神幫助我們當每一次遇到困難、風浪時就像耶穌

一樣情辭迫切的禱告。 

2.耶穌知道你的難處(太 14:24-26) 

主耶穌知道你的難處！很多時候我們那麼的苦、那些難處主知道

嗎？我們之所以沒有那麼迫切的禱告很多時候是因為沒有馬上發生、因

為太久了、因為我們的灰心！你會停止禱告是因為沒有立竿見影的果

效。但是你要繼續不斷的禱告，不單如此你的禱告耶穌知道嗎？祂全然

知道。 

你的苦、你的流淚主都知道！你在神面前的每一滴眼淚在神的眼中

都是珍珠，主都記念。天使會收集起來，他會在合適的時間報答你，那

不是立竿見影的。因為我們不是先知以利亞的禱告那麼有恩膏，一禱告

天上就降下烈火，這會嚇死人。 

還好我們都不是，你可知為什麼？因為如果我們一禱告就成就、一

說話就成全那不得了，如果每次的禱告都靈驗那世界就要大亂了。還好

不是！因為我們都是罪人。上帝會給我們考驗、等候為的就是要來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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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屬靈的信心！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太 14:24) 

當時船在加利利海，往北邊有一條河流流到一個湖，湖再上去一點

就是黑門山。加利利海就像個臉盆一樣被風一吹就狂風大作，這就是加

利利海的山型，他的風向常常是不穩的。彼得是加利利海的漁夫他對地

形非常熟悉，為什麼耶穌可以放手給門徒？因為船上有四位加利利海的

漁夫，他們非常的熟悉這裡。 

他們很清楚船因風不順被浪搖撼，但門徒會抱怨嗎？因為如果不是

耶穌催他們上船，否則一切就都沒事了。很多時候我們的生命就好像被

引到一個「因風不順、被浪搖撼」的光景中。主我不是順服祢的帶領

嗎？怎麼情況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怎麼我的生命會走入這樣的光景中

呢？可是你要知道耶穌知道你的困難。 

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太 14:25) 

根據羅馬帝國的習慣，他們把晚上的時間分為四更天(從晚上 6 點

到凌晨 6 點，每一更 3 小時)。四更天是凌晨 3 點到 6 點，這是我們睡

得最熟的時候，而這時候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因為耶穌知道門徒的需

要，就馬上從海面上走過去。 

你一定要知道耶穌曉得你的困難，祂是全知的神，祂了解你的難

處！當你尚未開口祂都知道，可是耶穌期待你向祂呼求。每一次禱告你

都不用自我介紹因為神是全知的！幾次你都想放棄了，祂都知道，溫柔

的神他會安慰你，祂要進入你內心深處來成為你的祝福。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

起來。(太 14:26) 

很多時候我們會不會把上帝當成鬼怪？祢為什麼不幫助、祝福我？

祢是鬼怪！很多時候在我們屬靈的生命中會誤會神。神哪…祢怎麼這

樣？怎麼會那樣？但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不明白神。在耶路撒冷城外有

一座水池，如果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建的聖城，這座水池就變的很奇怪，

因為每逢戰事敵人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那座水池，只要把水池堵住城內便

沒有水喝。 

上帝怎麼會把這麼美好的聖城的水池放在外面？後來在希西家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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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就鑿了一個西羅亞地下水道至今仍然存留著，成為觀光景點。以賽

亞書告訴我們神把這池子安放在外面是有祂的目的，就是要單單的依靠

神而不是依靠水池！就算沒有水池上帝仍然可以供給耶路撒冷城的需

要。很多時候我們會依賴，甚至誤會上帝是鬼怪！祢為何會這樣對我？

哪知道原來這是走到祝福的路徑。 

3.請專注於神的聲音(太 14:27-28) 

這個世代太多的聲音！很多的事情會攪擾我們，只要打開任何的媒

體太多的資訊進來。所以你一定要專心聽神的聲音，如果你沒有專注就

好像走在迷霧之中。你一定要會判斷從神而來的聲音，因為這個世代就

好像迷霧一般，你不要走到迷宮裡面，什麼才能夠幫助我們走到正路？

就是神的道。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太 14:27) 

耶穌說：是我…。其實原文就是「我是」！在出埃及記裡摩西被上

帝呼召的時候，摩西年紀大了找了各種理由搪塞，其中一個理由是：如

果人家問我你是誰我該怎麼回答？上帝回答說：我是自有永有。(和合

本翻譯)，而英文原文：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我是)你說我是恩典

的、慈憐的、有權柄的…我就是！ 

當耶穌說：我是。神要在你的生命當中說：我是！我是帶領你、幫

助你的、我是有權柄、有能力的。神要告訴你「我是」！你要知道耶穌

不單是了解我們的需要，而且你要正確聆聽神的聲音。很多時候我們喜

歡聽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感覺！如果你要與神同行在水面上一定要聆聽

神的聲音，因為主能夠掌管一切。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太

14:28) 

彼得正確聽到主的聲音，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

你那裡去。彼得竟然做出了一個無哩頭的請求！彼得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因為他很清楚的聽到耶穌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很確認

是主！ 

然而彼得的禱告非常的清楚：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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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裡去。這也是我們的禱告！你可以說：主，如果我生命的風浪是因

祢而起，祢在我的生命中掌權，請你叫我跨過生命的風浪來到祢的面前

幫助我、搭救我。 

這是彼得信心的宣告！他聽見上帝的聲音，分辨清楚這是神的聲

音，所以他作出了信心的行動。如果真的是鬼怪，彼得也不敢作這樣的

禱告。所以正確的聆聽神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世代太多的聲

音，基督徒要保守自己的心，聽神的聲音。 

4.勇敢跨出信心的腳步(太 14: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太

14:28) 

跨出信心的腳步，這叫舒適圈！彼得要走上信心的道路。很多時候

我們不敢走、不敢動是因為喜歡留在舒適圈！14 章中五餅二魚的神蹟

是一個很榮耀的畫面我們都很喜歡。吃吃喝喝很好，但是要我們擺上、

委身進入風浪中卻沒有人喜歡。然而主作這樣的邀請。 

離開舒適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前提是要有信心的腳步。信心的

腳步關係到你有沒有一個信心的眼光！很多時候我們沒有信心的眼光，

是因為我們只有看到自己，信心的眼光包括了我們有沒有看到神的帶

領。這裡說：主，如果是你…。意思是主祢參與在我的生命中，我走這

條信仰的道路就有意義。 

亞伯蘭當時離開本地本族本家，前往神所指示的地方是因為神與他

同在。如果我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神卻沒有與我們同在，這沒有任何的

意義！所以跨出信心的腳步前提是以馬內利的神有沒有與你同在。如果

每一次的禱告、聚會沒有神的同在這也沒有意義了。神的同在勝過一切

的美好！所以勇敢跨出那一步，離開舒適圈的前提就是神的同在。 

5.不要看風浪有多大(太 14:29-30) 

我們喜歡跟人家分享我們所經歷過的風浪！當你跟人分享你經歷過

的風浪有多大的時候，就像你直接說你的上帝有多小。除非你對風浪說

你的神有多大那風浪就會變小！很多時候我們一直在看風浪，彼得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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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在此。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

去。只因見風浪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太 14:29-30) 

我相信彼得有走上去，可能走了幾步看見耶穌就喜樂、放心，但發

現腳下所踩的風浪就害怕恐懼，聖經中說：他將要沉下去…。他的禱告

很簡單：主阿！救我。我們的禱告就是要這樣的情辭迫切，神不要你華

麗的言語。彼得的禱告非常的簡單，不用講太多！禱告的言語就是這麼

的直接。 

很多時候我們就像彼得一樣看風浪，經濟的風浪、身體微恙的風

浪…。我們看了太多的風浪，講都講不完，每一個人都有堅困的時期。

可是這不是上帝要告訴我們的，我們要看的是神有多大！神是不是勝過

你的風浪。 

列王記下第 6 章，先知以利沙跟他的徒弟在城裡面被仇敵圍困，那

天早上徒弟起來看到遍地都是敵軍害怕的不得了立馬告訴以利沙，但以

利沙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你放心。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

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

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王下 6:17) 

我們要打開我們的眼睛！為什麼會看到風浪那麼大？因為我們被蒙

蔽了，只看到眼前的事情。然而當你一禱告上帝就差派天使萬軍四圍圍

繞你，這是你看不到的。求神幫助我們打開眼光，當眼光一打開時原來

神就在我們當中。求神幫助我們看見生命中的異象，神保守你！不要看

風浪、看困難有多大，如果要跟主一同走在海面上一定要定睛看耶穌。 

6.耶穌一定會拉住你(太 14:31-33) 

如果你要與耶穌同行在水面上，要知道耶穌一定會拉住你，主耶穌

一定對你不離不棄。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我們拉住耶穌，聖經說：耶穌

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呢？他們上了船，

風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太 14:31-33) 

神願意拉住我們！當你四圍都被圍繞時，主耶穌願意拉住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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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我們拉住神，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很多的努力，那知道神是拉住

我們的神，祂不至於讓我們沉下去。 

如果四圍都有風浪時上帝怎麼拉住我們？詩篇 18 篇大衛告訴我

們：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 18:16)這是一個

應許。上帝是願意拉住我們、幫助我們的，感謝神。求神給我們恩典與

力量！因為我們要走過風浪，我們要與主一同走過海面上。 

當你遇到風浪時請你趕快向主耶穌禱告，當你要與主同行在風浪的

裡頭，要知道耶穌知道你的難處，你每一次的困難、每一次情辭迫切的

禱告，主都知道。不單如此！請你一定要專注神的聲音，這個世代有太

多似是而非的聲音，求神幫助讓我們只聽神的聲音。 

還要勇敢跨出信心的腳步，信心的路是要用信心的腳步來走的！

不要看外面的風浪有多大，而是要看你的神有多大。最後，耶穌一定會

拉住你，祂知道你的需要，祂也知道你的困難，因為主愛我們。 

 

【聽道筆記】 

題目：雙面人，太累了！──用對這五個方法，可以活出真實的自我 

經文：太 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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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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人 

72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1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9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8 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9 人 小組長：鳳美 

2蒙恩小組 五 晚上 07:30 1F 副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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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