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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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揭開末世的序幕(太 24: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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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 
※什一奉獻：[#02]2000、[#132]2000、[#149]2000、[#165]200、[#1070]2800 
、[#郭卉婷]4700 

※感恩奉獻： [#王長富]5000、[#主知名]10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 

【教會建堂基金】 : [#149]1000、 
（目前累計:16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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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 

5、 教會將於下週主日(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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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下週為受難週，訂於下週三(3/31)晚上 7:30 在教會二樓主堂舉辦《紀

念主耶穌受難》聚會，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與。 

◎牧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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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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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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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0、 教區大會將於今天下午在三重聖教會召開，牧師將代表教會參

加，請為會議代禱。 

11、 花蓮月眉聖教會林慧婷牧師於上週一安息主懷，請為遺族代禱。 

 

【讀經進度】 

03/21(日) 

03/22(一) 

03/23(二) 

03/24(三) 

03/25(四) 

03/26(五) 

03/27(六) 

03/28(日) 

靈修：太 25:1～13 

靈修：太 25:14～30 

靈修：太 25:31～46 

靈修：太 26:1～16 

靈修：太 26:17～35 

靈修：太 26:36～46 

靈修：太 26:47～56 

靈修：太 26: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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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讓神的恩典空轉 
──用這 5 件事帶你再次走進神的恩典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 

 

神的恩典有可能會空轉、徒勞無功嗎？我們

多少都會有過年、過節送禮的經驗，要送禮的時

候我們也會去考慮到對方的需要，該送什麼樣的

禮物對於對方來說是有幫助的，但是這種恩惠有

沒有可能會變成一種浪費？或者是徒勞無功呢？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怎麼可能別人給

你的恩惠或是上帝賞賜的恩典會變成是徒勞無功或者可以稱之為空轉

呢？什麼叫作空轉？就像是一台車當你踩下油門時應該是立刻會往前行

進，但結果卻是留在原地不動，這就叫空轉。 

如果上帝所賜的恩典在你、我的身上卻是徒勞無功，那真是非常可

惜的一件事情。那是什麼原因會造成恩典空轉呢？ 

1.毅然拒絕(不接受)：當你送禮物給人時，對方斷然拒絕。當上帝

要給人厚恩時卻遭到拒絕，這也是現在大部份人的態度，因為他們毫無

興趣。 

2.理所當然(不感恩)：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當我們領受到上帝的

恩典時會覺得這只是剛剛好而已！這本來就是上帝欠我的。 

3.勉為其難(不甘願)：當上帝給我們恩典時，雖然不符合自己的期

待但也只能勉強接受，因為沒魚蝦也好。 

4.酸民心態(不公平)：上帝祢怎麼給我這個？別人得到的是好的，

而我得到的卻是次等的？不公平。 

這「四不」如果放在我們的生命中，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軟弱

或是地雷！甚至於有可能會讓上帝放棄原本所要賜予給人的恩典，這是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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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怕的。 

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對於基督徒來說應該是很熟悉的一段經文：

在葡萄盛產的季節，一個葡萄園的家主清早起來便四處尋找工人來工

作。根據聖經描述這位家主在一天之中不同的時間點去找了這些工人

來，到了發薪水的時刻所給的薪水卻同樣都是一錢銀子，因此一早就入

園工作的人便大為不滿而找了園主抱怨…。 

這段經文一般神學家的解釋大約會分成兩類： 

(1)得救：每個人信主的時間不一，但是將來有一天都會得救。 

所延伸的問題：得救是憑信心，而非行為。 

(2)得賞：將來有一天神的兒女都會得到賞賜！這叫作工得賞賜。 

所延伸的問題：不是每個人都得一樣的賞賜。 

假如不是講得救！也不是講得賞！那耶穌在這裡所講的到底是什麼

呢？一般來說我們在讀馬太福音 20 章 1-16 節時焦點都會放在後面工人

眼紅的那一段，但是其中有更多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讀懂的，所以牧師整

理出以下幾個問題，透過這 5 個疑問要來回答上帝的恩典。 

1.親力親為：為何家主非要親自做？ 

2.三番兩次：為何家主非要多次找？ 

3.事先定價：為何家主講價只一次？ 

4.時效不彰：為何家主在傍晚找人？ 

5.一律同酬：為何家主給一樣酬勞？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太 20:16)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太

19:30) 

馬太福音 20 章基本上是連結到 19 章，要這樣讀你才會懂得今天的

主題：上帝的恩典。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太 20:1) 

1、服事：因著神的恩典，神要親自服事我們！ 

【問題 1】親力親為：為何家主非要親自做？ 

根據聖經的記載家主從清早到傍晚(約 12 小時)四處去找工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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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葡萄的盛產期，他需要大量的工人。同時這段經文中最主要的人

物是家主，因此這一段經文的比喻全然是在講神！我們的主是親力親為

的神。 

因著神的恩典，神要親自服事我們，今天神仍然作這樣的事！祂是

服事的主。感謝神！很多時候我們不一定想要服事，但是我們的主願意

親力親為的進到我們的生命中來服事我們。 

為什麼家主清早就起來？因為他願意一早就來呼召我們。當我們的

生命中第一次跟主耶穌相遇，或者是在教會中所認識到的真理、福音，

這些不是牧師、同工或任何一位姐妹在接待你，因為若不是耶和華神、

主耶穌基督將感動放在你的身上，你是沒有辦法進到上帝的國度當中。 

主就好像這位家主一樣願意親力親為的來接待我們！在逾越節最後

的晚餐中耶穌也親自為門徒洗腳，祂是親力親為的！這對彼得來講是非

常的不可思議，這完全是違反了猶太文化的。在猶太的社會中是工人、

僕人在洗腳，怎麼會是主？因為主是親力親為，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主是

願意服事我們的。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

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主耶穌來是倒空自己，祂本來在天上好好的，為什麼要來走這一

遭？因為祂願意服事我們。在你的生命中有時候好像是自己一個人在面

對苦境、困難，然而那知主耶穌願意親自來與你面對面，祂願意來服事

我們！主是服事的神至到如今。 

2、行動：因著神的恩典，神三番兩次邀請人！ 

【問題二】三番二次：為何家主非要多次找？ 

20:1 家主清早去(清早 6 點) 

20:3 約在已初出去.(早上 9 點) 

20:5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中午 12 點、下午 3 點) 

20:6 約在酉初出去.(下午 5 點) 

從來沒有老闆是這樣找人的！老闆都是一次就把工人找足。根據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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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顯示這位家主總共有 5 次出門去找工人，為什麼？這是神的行動，因

為是神的恩典！神三番兩次的邀請人。神今天仍然在邀請人！有時候你

覺得自己已經不行了，但是神會等待你，沒有關係。 

神總是那麼的奇妙！祂會一而再、再而三的來呼召你。我在年輕時

有很大的感動要來服事神，但是有很多的困難在其中於是我拒絕了神好

幾次，但上帝總是有耐心的，上帝有的是時間祂會不斷的給我們機會！

這是很大的恩典。如果你錯過了第一個機會，上帝會給你第二次的機

會…，祂是行動的邀請我們，祂也是一個呼召的神。 

就像挪亞造方舟時也是如此，他在造船時受到許多的譏笑，但是挪

亞不厭其煩的在傳神的義道、福音，並邀請他們，但是他們總是不為所

動。等到時間滿足了，神的審判就臨到。神是愛我們的！祂願意用行動

來成為我們的祝福。 

3、良善：因著神的恩典，神的本質是良善的！ 

【問題三】事先定價：為何家主只講價一次？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太 20:2) 

當你去工作時會不會事先討論薪水？難道是憑著信心有也好，沒有

也罷？不會的。清早家主就與工人講好價錢，但是後面的四次卻都沒有

講定價格，為什麼？因為這是恩典！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跟上帝斤斤

計較，我為祢擺上了多少！所以我要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利益，我們

會跟上帝討價還價。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

麼呢？(太 19:27) 

耶穌祢要跟我們講定價錢，我們才能好好的放下所有來跟隨祢。很

多時候我們是不是會跟上帝作利益的交換？當年神呼召我來全職服事的

時候，讀神學院對我來講是一條非常大的信心之路，所以我跟上帝做了

三個交易(禱告)：1.我沒錢，這幾年請上帝供應我。2.不能讓家人反對

我，否則我沒辦法服事祢。3.希望我也可以拿錢回家聊表一點心意。這

是我當年的請求，當然後來神也成就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跟上帝做交易！講定價錢就像彼得一樣。因此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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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知道我們的神是良善的神，因著神的恩典、本質是良善的。神帶領

你進入恩典之中祂會害你、惡整你嗎？很多時候我們會害怕恐懼是因為

在我們的裡頭有太多的「我」！我要做這、做那、我的想法、我的夢

想…。 

因此，一定要回到：神是良善的。我們根本不需要跟神講價錢，因

為神是良善的。馬太福音 19 章講到一個少年官他來到耶穌的面前，

說：夫子(良善的)，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太 19:16)耶穌對

他說：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為什麼稱

我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 

…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知道這位神

是良善的，上帝會給你永生。你一定要知道神是良善的，永生是祂定意

要賜給我們的！你不需要做什麼，只要相信！上帝就會給你永恆。這是

良善的概念！所以如果你明白良善的概念，那你就明白原來我們根本就

不需要跟上帝講定價錢。 

上帝跟你講定價錢，完全是出自於祂的恩典！就是如此而已。今天

早上要來思想：你對於神是怎樣的認識？你一定要回到神是良善的，祂

要來祝福、成全、愛你，而不是要來惡搞你，這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對於神的認識很多時候可能是來自於本身的經驗、或是聽來

的。當我們講到這位天上的父親的時候，我們會不會用地上的父親的角

色來理解神呢？但是這很可能會有所扭曲，因為神不是我們肉身的父

親。 

有一位姐妹曾經要信主了，在分享的時候有人跟她說：妳可以跟這

位天上的父親來禱告。但是這位姐妹卻完全的歇斯底里，說：如果這位

神是我的父親，那我不要了。因為她的父親非常的糟糕、不值得一提。 

我們不能夠用自己的經驗去體會神！要知道神良善的本質，不管你

做任何的決定都是出於神的良善，你一定要體認到這一點。為什麼講好

價錢？因為上帝給你恩典，祂不需要講但是上帝願意給你這個恩典。 

4、憐憫：因著神的恩典，以至於進到恩典中！ 

【問題四】時效不彰：為何家主在傍晚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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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家主要在傍晚找人？這很沒有效率。工人只要作一小時就可以

領薪水了。很多時候我們都希望能得到這只做一個鐘頭就有滿滿的恩

典。傍晚找人這件事情是很特別的，因為不會有人這麼做！ 

最後在下午 5 點中還能夠進到葡萄園工作的這群人真的有比較幸運

嗎？聖經中說的：閒站的人…。如果你有到就業站找工作的經驗，就能

夠明白這是非常痛苦的經驗。你要等待通知、你的履歷送出去就有如石

沉大海。 

早上就開始工作的人就像有了保障，可是在外頭閒站的人就像早期

台北橋下等待工作的工人一樣，被選上的是恩典，沒有選上的還要等

待。這群下午 5 點還在等待的人心裡真是不好過，他們大概會覺得這一

天已經是枯等白費了，那知道這時家主卻來到當中說：我還需要工人，

請你們趕快來。 

這是神的恩典！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不太了解。猶太人的社會衡量身

份有三個條件：年紀、背景、天賦。這三點是猶太人比誰大、誰小最重

要的關鍵。因此小孩來到耶穌面前，因為與上述三個條件不符合便被趕

走。但是約翰福音中講到少年官、尼哥底母可以來到耶穌的面前談論永

生的事情？因為他們是官。 

彼得說：如果少年官都沒有辦法進入永生那我們還能得什麼？(太

19:27)我們只是一介漁夫完全不符合那三個條件，怎麼能進到永恆？也

難怪西庇太的兒子約翰、雅各連同媽媽來到耶穌面前：願你叫我這兩個

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太 20:20-21) 

耶穌來的目的是要幫助我們經歷祂是良善的，而且祂也是一個恩

典。最後能夠進入到葡萄園工作的人，是完全的恩典與祝福，就好像耶

穌說：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從人的眼光來看是有階級的，但是在

神沒有！神是完完全全的接納我們，除非你進入屬靈的原則。 

我們今天能成為神的兒女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但是有的時候我們

也會得了眼紅症，所以第一批進入葡萄園的人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我

們只得到這些？這是因為他們得了眼紅症。 

5、慷慨：因著神的恩典，神願意豐盛賞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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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一律同酬：為何家主給一樣酬勞？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

起，到先來的為止。(太 20:8) 

整段經文的焦點在家主，所以讀聖經時一定要把這件事放進來。家

主發薪水是從後進園的人先給，一律都給了一錢銀子，最後清早進來的

工人覺得自己辛苦忙碌了一天必要得的更多，沒想到卻是一樣！所以他

們就眼紅、抱怨：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這裡要來處理我們生命中最大的

問題：我們會不會就像清早入園的那群工人一樣？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太

19:30)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太 20:16) 

馬太福音中的這兩段經文重點不一樣！19：30 節耶穌講的是少年

官，接著講了財主的比喻…。為什麼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有一群

人得天獨厚，很有恩賜、才能，對聖經也非常的理解、也很優秀，這群

本來是上帝要使用的人，但是驕傲、有很多的自以為是！所以這群人會

離開。有沒有聽過龜兔賽跑的故事？兔子多麼有天賦，跑步絕對沒有問

題，結果到了最後卻輸給了烏龜！所以在前的，要在後。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則是講到那些在酉時進入園中只工作一小

時的人。要進入園中工作的人必須要先穿上配備、工作服全付武裝後才

能開始工作，等到可以開始工作可能已經 5 點半了，真的做不了什麼！

這對家主沒有任何的意義。 

然而就如剛才牧師講的，這些人等待著漫長的時間就是為了一份工

作，不是嗎？當這群人得到了工作、領到那份薪水，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這薪水居然跟工作一天的居然是一樣！為什麼不談工資？因為他們不敢

奢望得到的薪水跟一天是一樣的。之所以不敢講價是因為我知道你會給

我「我應當得的」。 

今天你我便是如此！我們本來是不配的，我們什麼都不會、也沒有

格外的天賦，然而我們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選召了你、我成為祂的兒

女、門徒，這是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這一群人非常的感動！「在前的

要在後，在後的要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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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給了我們很大的衝擊！我們已經在上帝的恩典、祝福中，

是不是要格外的保守我們的身份？不要成為那「在前的將要在後」的

人，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神願意將豐富的賞賜給人，這是上帝的慷

慨！ 

神有神的主權，上帝的兒女要小心不要得罪神。當你明白神是服

事、行動、良善、憐憫、慷慨的神，感謝神當你領受這些恩典的時候就

不會眼紅了，因為你、我就在這恩典之中。 

 

【聽道筆記】 

題目：當揭開末世的序幕──用這 6 個積極作為來等候主耶穌再來 

經文：太 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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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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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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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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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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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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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6人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