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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南聖教會 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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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
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馬太福音 25章 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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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葉素珠姊妹 

講  道： ------ 如何讓你的恩賜加值(太 25:1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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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 
※什一奉獻：[#56]5000、[#156]1000、[#165]200、[#166]100、[#163]1000 

※感恩奉獻： [#張倩]1000、[#主知名]1500、[#張文彬]10000 
【教會座椅基金】目標 8 萬元 
[#149]1000、[#羅吉年]2000、[#趙芳芳]10000 
目前累計；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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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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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於今書主日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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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本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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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獻兒式，如欲受洗者或

是獻兒式，請向行政同工報名，並安排《基要真理》課程。 

9、 四月份靈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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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請為台灣目前水情告急代禱，求主賜下雨水在水庫。 
2、請為教會的各小組代禱，求主堅固教會的牧養工作。 
3、請為教會向大陸商廠購買椅子代禱，求主看顧一切進行順利。 

 

【讀經進度】 

03/28(日) 

03/29(一) 

03/30(二) 

03/31(三) 

04/01(四) 

04/02(五) 

04/03(六) 

04/04(日) 

靈修：太 26:57～68 

靈修：太 26:69～75 

靈修：太 27:1～10 

靈修：太 27:11～266 

靈修：太 27:27～44 

靈修：太 27:45～56 

靈修：太 27:57～66 

靈修：太 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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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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親人】        敬祖思親三禮程序 
1、倒水禮：飲水思源 

感謝天父上帝，萬有都本於祢，也歸於祢。我們的祖先是祢所造的，我

們一切的福份是祢所賜的，願榮耀歸於祢，直到永遠，阿們。 

【啟】上帝，我們今日恭敬站在你面前。  

【應】追思我們父系及母系的祖先。 

【啟】所有的河流有它的發源地。 

【應】所有的血脈也有它的傳承。 

【啟】因此，當我們飲水思源時。 

【應】教我們不忘記你才是生命的源頭。 

【合】是的，父神！你是一切生命的源頭，我們願歸回順服你，阿們！ 

2、獻花禮：祖德流芳 

感謝主耶穌，為世人降生，釘十字架，又從死裏復活，並藉著祢所賜的

恩惠與力量，使我們的祖先與親人留下了佳美腳蹤，願他們的美德流芳

百世，並我們能承先啟後，活出善行，阿們。 

【啟】上帝，我們今日站立在祢面前。 

【應】帶著我們心中小小的芬芳。 

【啟】像這束花所散發出的氛香氣息。 

【應】如今求你幫助我們也散發出生命的馨香，好叫我們的子孫薰陶於

我們的美德。 

【合】是的，父神，我們願承先啟後，活出善行，阿們！ 

 3、點燭禮：為主發光 

願聖靈常充滿我們，光照我們，引導我們，使我們在世如光照耀，以善

行美德榮神益人，光宗耀祖，阿們。 

【啟】上帝，我們今日恭敬地來到你面前。 

【應】舉起我們心中小小的光明。 

【啟】所有的光焰有它的火種。 

【應】正如所有的大樹有它的種子。 

【啟】我們今日來思念我們的祖先，他們曾為他們的時代燃燒自己。 

【應】今日求你幫助我們為自己的時代發出光與熱 

【合】是的，父神！我們要能光宗耀祖、榮神益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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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道】          雙面人，太累人!  
──用對這 5 個方法,可以活出真實的自我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22 章 1-14 節 

 

雙面人是非常累的事情！這裡所講的雙面人

不是指人的個性。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有的人

內向、有的人外向。外向的人喜歡跟人接觸就很

適合做業務。內向的人可能就只適合做自己的事

情。 

像牧師的個性就比較內向不喜歡跟人接觸，

神卻跟我開了一個玩笑，當了牧師之後都是要跟人談話。這裡講的雙面

人跟個性無關，也跟人的軟弱無關！每個人都有軟弱，也有自己的罩

門，這都跟雙面人無關。 

聖經中的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我們都很清楚。這件事情不是說彼

得是雙面人，而是他的軟弱。所以請你把這兩件事放進來，因為今天所

講的雙面人跟你的性格、軟弱都沒有關係，而是指你在人前、人後不一

樣，也就是表裡不一。 

當一個雙面人是非常累的，為了生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很辛

苦的。也許你會說牧師：你不懂！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很難在職場上、社

區中生存下去，這是我的生活！這叫求生法則。但是你必須要承認的是

這真是太累了！ 

在 1962 年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古巴導彈危機，因為當時美、蘇

冷戰許久，古巴原本是依靠美國，但是因為新的領導人發現美國根本沒

有要罩他，就轉而投靠蘇聯。於是蘇聯便把大量的導彈送進古巴，這個

情報被美國透過一個雙面間諜潘可夫斯基而截取到。 

潘可夫斯基原本是蘇聯的一位中校，但是仕途非常的不順遂，因此

當他取得許多的情報後，便透過英國駐外的特使轉交給美國。這個事件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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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僵持了 13 天，甚至有歷史學家認為 1962 年的導彈危機很可能會引

發第三次的世界大戰。這個雙面間諜潘可夫斯基生活的非常緊張，因為

他必須要兩面討好，那段時間他不知是怎麼熬過來的，最後他被逮捕並

且被槍決了。 

雙面人是很辛苦的，馬太福音 21 章耶穌舉了一個例子：有一位父

親叫他的兩個兒子去葡萄園工作，大兒子嘴上雖說不去，但是後來因為

懊悔於是去了，而小兒子說要去，但最終卻沒有去。(參閱太 21:28-32)

耶穌問法利賽人那一個人才是遵從父親旨意的人呢？ 

小兒子很表面的說：我去。但是卻沒有做到，這就是雙面人！這群

法利賽人也是雙面人，他們連同希律黨人去見耶穌，口裡說恭維好聽的

話，但內心其實是要暗害耶穌(參閱太 22:16-17)。耶穌看出他們的惡

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什麼試探我…。(太 22:18-19) 

法利賽人就是假冒為善！在我們的生命中會不會也有屬靈的雙面人

的狀態呢？你在神的面前說：主我要跟隨祢。結果背地裡作的卻跟信仰

完全不一樣！我不下幾次接觸過一些剛進入信仰、教會的福音朋友說：

因為某某基督徒的那些作為，讓我沒有辦法信耶穌信下去，因為他實在

是太假冒為善了。 

假如我們的信仰讓人覺得言行不一，那是會讓人覺得灰心喪志、痛

苦的，因為信仰跟我們表達出來的完全不相符。所以今天你、我有沒有

可能也會成為法利賽人？在我們的工作職場、生活中是一個系統，回到

教會卻又是另外一種系統？這樣會很累，因為耶穌要我們作一個誠實

人。 

透過馬太福音 22 章 1-14 節，用 5 個方法活出真實的自我！經文中

的王舉辦了一個皇室的婚禮，並且不斷的邀請人來參加宴席，透過這 5

次的邀請我們要來學習如何去拒絕成為一個雙面人。 

1.認定基督〈無論發生什麼事，要認定基督是君王〉 

 無論你生命中發生任何的事情，請你一定要認定耶穌是你生命中

唯一的君王。如果你沒有辦法認定祂是你的君王，我們就很容易發生屬

靈雙面症，因為我們會有自己的追求、想要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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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太 22:3) 

經文一開始王打發僕人去邀請他們赴席，而他們卻不肯去。假如總

統要娶媳婦發帖子邀請你出席，通常一般人都會覺得於有榮焉，但是你

卻不願意去！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猶太人的婚禮總共有 7 天，皇

室的婚禮可能比一般的平民更多天，那是一個非常尊榮的場合。 

然而聖經卻說：他們不肯來！他們為什麼不肯去？可能是因為忙碌

嗎？或是有重要的事情？但是，就當時而言沒有比參加皇室婚禮更榮耀

的事。因為當你回來後可以四處跟朋友吹噓，你與皇室是同等級的。 

這些人為什麼不肯來？除非有一個可能：他們根本不認可這個王。

中國的歷史中改朝換代經過了多少的君王，每個國王都有不同的特質，

其中當明朝滅亡時，百姓竟然把整個與皇室有關的人都滿門抄斬，因為

當時嚴苛的律法，使得百姓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君王。歷史學者們覺

得不可思議，因為歷代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當你不肯赴王的宴席，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不肯接受這樣的君王。就

像明朝末年一樣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如果你不要當雙面人，除非你完全

認定基督是你生命中唯一的主宰！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放在你的生命當

中。如果耶穌不是你生命中唯一的救贖主，那我們就會去找別人。 

求神憐憫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去找別的，因為神看不到。我們不

斷的在等待，就像施洗約翰一樣，他在牢裡頭等待死亡的那一刻，他裡

頭很慌張於是請他的門徒去問耶穌：我到底是要等你？還是你以後來的

呢？人在害怕的時候總是會想：還有沒有別的可能？別的出路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這樣子！當我遇到難處的時候，我知道要禱告、

讀經、依靠神。但是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來到神的面

前認定基督！這是生命中要學習的功課。因為這個世代太多的聲音、選

項，以致於我們會把神當成其中的一個選項。 

2.交出夢想〈無論夢想有多大，都交在神的手中吧〉 

 為什麼會成為雙面人，是因為你不肯交出你的夢想。我們的生命

中有很多的夢想，但是如果你沒有把你的夢想放在神的手中，那毫無任

何的意義。當我們只把思維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上帝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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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你會發現為了自己的夢想，我可以出賣神，因為我的夢想很重要。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裡去，一個作買賣去。(太 22:5) 

當他們拒絕之後，王仍然繼續的邀請(同一批人)，可是那些人不理

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裡去，一個作買賣去。為什麼我們會有屬靈的雙

面症？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夢想，所以屬靈的事只要稍微應付一下就

好，我要留更多的心力、精力來面對我的夢想。 

路加福音中 14 章 16-20 節有更貼切的描述！第一個人不能去是因

為要去看剛買的土地、第二個人不能去是因為要去試新買回來的牛。但

猶太人是非常的精明，他們做生意斤斤計較從來不會冒險，一定是深思

熟慮後才會下單買賣！所以這兩個理由都不合理。第三個人的理由更荒

謬：因為娶了妻要去度蜜月而不能去。這個理由非常的牽強！ 

我們很多時候會有夢想，耶穌舉的這三組人就是有夢想，馬太福音

中拒絕的人也是有他們自己的夢想。你有自己的夢想嗎？你必須要邀請

耶穌成為你的主、你的參與者，否則你自己去築你的夢想太痛苦了，你

會失敗！因為你沒有讓神來成為你生命的祝福。 

 人生中有夢想很好，但是要邀請耶穌來成就妳的夢想而不是獨自

一個人去，你要禱告清楚！否則信仰就會讓你成為雙面人。馬太福音中

21: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一個祝福！ 

 古時候猶太人蓋房子都會先把一個比較大塊的石頭放在邊上然後

劃線，接著以房角石為基準開始疊石頭蓋房子，這塊房角石就是整個房

子的根基。耶穌來就是要成為我們的房角石！假如你的夢想有耶穌來成

為你的祝福，耶穌就是你的房角石。反之，如果你拒絕耶穌，不把你的

夢想交出來，他就會成為你的拌腳石。(參閱太 21:44) 

 如果你每一次作任何重要的決擇，沒有好好的禱告神，等你回頭

去怪上帝時是沒有道理的。詩篇 131 篇大衛的禱告：重大和測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大衛王很清楚的知道那麼重要的事情，如果沒有好好的來

到神的面前禱告我不要作、我不能作、我不敢作。 

 這是夢想很重要的前提，你一定要把耶穌帶到你的生命裡面來，

否則你就會成為雙面人，因為你的夢想是你自己在築的。把你的夢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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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神吧！每一個人都有夢想不是嗎？把你的夢想交給神，好好的禱告。

神絕對是要賜福給神的兒女的，你好好的禱告讓神來帶領，你如果冒然

的行動那非常的可怕，就好像在深手不見五指的道路中開車，非常的危

險。你好好禱告讓神的光進入黑暗的道路當中，神會指引你。 

3.棄絕忌妒〈不要論斷人和貼標籤，否則表裡不一〉 

 如果你不要成為雙面人，請你不要忌妒。因為當你忌妒的時候就

很容易論斷、很容易貼標籤、很容易表裡不一。論斷是一個很大的問

題！在我們的社會中忌妒也是最大的問題。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為

什麼他的薪水比我高？老婆比較賢慧？我們都會去比較！在忌妒的裡頭

就會去論斷人、貼標籤，接著就會變成雙面人，人前一個樣，人後又是

另一付嘴臉，表裡不一。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

些兇手，燒燬他們的城。(太 22:6-7) 

 忌妒到一個程度是會出事情的！聖經中從創世記開始沒多久就出

現了一件因忌妒而產生的大事，人類第一宗的殺人案：該隱與亞伯。這

是我們都很熟悉的故事！他們兩個人都很愛神，也都向神獻祭。但是因

神喜悅亞伯而不喜悅該隱，於是該隱因忌妒而殺了亞伯。因忌妒而產生

了罪！創世紀第 10 章中說：罪就伏在門口。這是很可怕的！如果我們

忌妒就會產生三個步驟：1.忌妒他人。2.否定他人。3.攻擊他人。 

這群人為什麼最後會把王的僕人殺掉？很有可能是因為忌妒！忌妒

的心很可怕啊。求神幫助我們戴上的是欣賞的眼光，去欣賞所有的弟兄

姐妹。不要成為酸民，有酸葡萄的心態！要去祝福、肯定他。祝福這件

事在這個世代非常的不容易，因為我們有小心眼、心胸不夠開闊，求神

憐憫讓我們學習去欣賞別人。 

4.何等恩典〈一定要明白所承受的恩典有何等的大〉 

一定要明白你所承受的恩典有何等的大！過去我們是很不配的，但

是卻進入上帝的恩典之中。這五組人中只有這一組的人願意接受邀請，

為什麼？因為知道他們自己是不配的。本來他們沒有在名單之列，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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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像嗎？這是非常大的恩典，這群人本來是沒有機會，但是如今得著

了。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經豫備好

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太 22:4)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所召的人不配。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

上就坐滿了客。(太 22:8-10) 

 「無論善惡都招聚了來」這段經文讓人很感動！不管你的背景是

什麼，都來赴王的筵席。「每一個人」這是神的愛！路加福音 14:21 節

講的更傳神：「…領那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上帝是

慷慨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入上帝恩典的門！這是很大的恩典。 

 如果你深深的體會到你、我真的是不配！這位天上偉大的君王，

為了我們這麼渺小的人，傾覆了千軍萬馬來幫助我們。為什麼？憑什

麼？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之所以能活出真實的自己是因為領受了上帝

的恩典。我們在神、在人面前都要是同樣一張臉！難怪保羅會說：對

神、對人我常存無愧的良心。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法國大文豪雨果寫的一本書：悲慘世界。主角尚萬強先生曾經是一

名罪犯，但是因為神的愛而改變了他的人生。這本書讓我非常的感動！

你、我不就是尚萬強嗎？我們常常得罪神，在許多的困難之中上帝愛我

們，那是何等大的恩典？ 

難怪保羅說：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

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林前 15:10)這群人本來沒有資格，甚至連邊都沾

不上，但是神憐憫他們使他們能進入神的國。這就是我們！所以你一定

要知道為什麼不能當屬靈的雙面人？因為我們領受了上帝的恩典，我們

都是蒙恩的罪人。 

5.全新生活〈每天都要活出全新的生活模式與使命〉 

 我們每一天都要不斷的更新！你不能夠活在舊的裡面，因為這會

有雙面人的問題，每一天都要讓聖靈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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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就對他說：『朋

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太 22:11-12) 

這場婚禮有一個人他沒有穿禮服，為什麼他沒有穿禮服？或者說因

為這群人是窮人，他沒有錢買禮服。事實上皇室的婚禮禮服是不用你自

己去準備的，所以顯然這個人是有拿到禮服的，但是為什麼他不穿？因

為他的內心仍然有一個「舊的我」。 

當耶穌基督的生命進入到我們的生命中時，我們會不會覺得自己的

生活模式還蠻習慣的？我們常常把耶穌的義袍、上帝的救恩放在旁邊，

過著自己以為美好的生命。這就是這個人的問題！所以為什麼王忿怒？

不是王沒有給，而是他不願意穿。 

這個世代很多人不願意過全新的生活，這叫變色龍！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美國第 46 任總副總統宣誓就任典禮時副總統賀錦麗說：她

年輕時去過教會她相信基督教，但是她同時也相信印度教。這是很奇怪

的！一個人怎麼會有兩個信仰？這只有她自己才最清楚。這叫雙面人，

裡頭帶著很大的詭詐。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是牧師的女兒，她曾說：聖經是影響我最深的一

本書，我相信上帝；信仰是我生命中隨時的幫助。身為基督徒，應該勇

於和他們分享我們的信仰；信仰是建構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根基。 

今天會影響我們不能成為全新的人，是因為有一個幽暗世界會影響

我們，因為我們不斷的跟這個世代的黑暗、罪惡對抗。這黑暗的世界會

讓我們被孤立、被玩弄、被矇蔽，所以沒有辦法活出全新的生命。今天

我們的孩子仍然被孤立、被玩弄、被矇蔽不是嗎？ 

今天我們談到的這 5 件事，只要用對方法就可以活出真實的自

我！因此你要認定基督為生命的君王，然後要把你的夢想交在神的手

中，也要避免論斷人和貼標籤，更要明白我們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努

力活出全新的生活模式，求神來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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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專輯】          受難週靈修默想 
 

    想像著，曾經背負重擔，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耶穌，發出一封邀請函

給「勞苦擔重擔的人」；祂希望我們能來到祂裡面。這位受苦的基督，

能體恤人的苦情，祂應許了「我們必能得到安歇」，祂所賜的聖靈，能

使我們與主耶穌基督的生命連結，並有勇氣透視並走過生命中冰泠和苦

難的實境。 

    耶穌在世上三十幾個寒暑。在祂的最後一個禮拜裡發生些什麼事

件？在受難週，讓我們重讀耶穌光榮地騎驢進入耶路撒冷，被賣、被

捕、被釘等等到復活。藉著默想和祈禱，進入祂的心靈世界，使那塵封

和禁錮的心靈得以釋放；使內心受煎熬蒙受安慰，對未來的生命瞥見一

線曙光。 

    耶穌的受苦與復活，曾安慰和鼓勵了憂傷和絕望的跟隨者。回想耶

穌所經歷的苦難、死亡與復活，能使我們重新得著生命的力量。 

 

3 月 28 日（禮拜日．棕樹主日）馬可福音十一章 1～11 節 

祂環顧了四周 

    耶穌在祂生命當中的最後七天，前面三天（從禮拜日到禮拜三），

和一些跟隨者在伯大尼過夜。雖然祂意識到了祂離世的日子近了，但仍

舊過例行的生活，祂照常地勤奮地工作、休息、吃、喝、禱告……。祂

與祂周圍的男男女女交談、辯論、演說，祂的話是那麼地鏗鏘有力，祂

的行動是那麼地具有革命性和感染力。環繞在祂周圍的是一群鍾愛祂的

人，以及一些對祂恨之入骨的人。同時，別忘了，按人之常情，不難想

像祂的內心也經歷著有如風起雲湧般的變化。 

    棕樹主日，耶穌以君王的姿態被擁戴進城，卻使用那小小驢駒來彰

顯祂不同的國度觀念。在光榮時刻告一段落後，耶穌心裡想些什麼？經

文說到：「祂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聖殿是祂成長中熟悉的

地方，這裡有著許多祂童年和成長的記憶，是祂與父母、親朋好友、老

師，嬉戲、社交和學習的地方。經文中透露了少許耶穌的情緒，這時

刻，耶穌在想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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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我心中所擔憂的人或事，使我覺得無奈和力不從心嗎？是麻痺或

是絕望了呢？等候、靜默在主前，願祂賜下新的亮光和洞見。當困難橫

亙眼前彷如一座大山，主耶穌要我們看見山轉或是路轉？ 

 

3 月 29 日（禮拜一．訓誨日）馬可福音十一章 12～26 節 

咒詛無花果樹 

    耶穌為什麼咒詛無花果樹呢？從經文看來，似乎是說耶穌的肚子餓

了，在樹上找不著可充飢的果子便對樹生氣。第二天，樹竟然枯死了？ 

    註釋書中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例如：耶穌用它來作視聽輔助教材，

要用它教導信心的功課；人若有信心，使樹枯乾或移山都可能辦到，當

多難的日子到來，門徒會需要這樣的信心。另一說法是，耶穌要指責虛

有其表的信仰生活，從遠處看這無花果樹充滿了葉子，但當靠近時卻不

見果子。上帝將要審判那些假冒敬虔而無真實信仰內涵的法利賽人。另

有學者則說，這無花果樹所代表的是沒有信心的猶太人。以色列民族雖

告白了對上帝的信仰，卻拒絕耶穌是彌賽亞。也許無花果樹的枯乾是預

言主後七十年所發生的事──提多司和羅馬踩平聖殿，摧毀了耶路撒

冷，終結了以色列的政體。 

    與經文上下文較為契合的另一說法是，耶穌所要教導的主要信息：

猶太人的聖殿和其中的獻祭活動看起來挺好的，但是仔細地檢視就能發

現那只有宗教的儀式而無實質的信仰，充滿了假冒偽善、不結屬靈的果

子，審判的時機成熟了。「潔淨聖殿」像三明治一樣地被夾在兩段無花

果的故事的中間。這樣的教導和潔淨聖殿有異曲同工之妙。 

默想：省察耶穌和自己的關係。我的教會和靈修生活是不是提供了與祂

相遇的機會，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阻礙了我們與祂面對面的實質關係？ 

 

3 月 30 日 （禮拜二．辯惑日）馬可福音十一章 25～26 節 

饒恕的功課 

    在針對納稅和耶穌自己的權柄、凶惡園戶、窮寡婦捐貲的比喻以及

復活等問題，諸多的辯論和爭議之前，耶穌教導了有關「饒恕」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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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祂說：「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饒恕

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若不饒恕人，你們在

天上的父也不繞恕你們過犯。」 

    饒恕別人是一個帶有祝福的要求，雖然別具挑戰性，卻不是不可能

做到的任務。有時我們的感覺似乎告訴我們，我們做不到，然而它卻是

一個意志力的選擇。它攸關著我們和天父的關係。我們如果不肯饒恕，

我們也無法體會天父的饒恕。 

    「饒恕」是一個作為耶穌的跟隨者，以及想擁有健康人生的一門必

修功課。試想，我該如何面對那曾經重重地傷透我的心或我所愛的人，

或是那些和我們意見不同的人，或是與我意識形態相左的陣營。放下心

中的不甘和恨意，才能終止那傷害者對我們身心靈所造成種種負面的影

響，使我們從幽暗的過去，自由的走出來。 

默想：我們與他人，與天父的關係端賴我們是否學會了饒恕的功課。

「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主在基督裡饒恕了你

們一樣。」（以弗所書四章 32 節） 

 

3 月 31 日（禮拜三．退修日）馬可福音十四章 1～11 節 

受膏抹與被出賣 

    在伯大尼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耶穌去耶路撒冷的前夕，有一個女人

打破玉瓶，以珍貴的香膏抹耶穌。為什麼這麼奢侈？為什麼不把這麼貴

重的東西省下來，把錢拿去賙濟窮人？在耶穌周圍早已有一群人在找

碴、嫉妒祂、藉機反對祂，這下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但耶穌卻稱許

這女人：「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而且要福音所到之處，都

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想想看，當時猶大是不是不滿到極

點。 

    這女人比當時在場所有的人都更了解耶穌的重要。她表示對祂的愛

和尊敬，給耶穌提前行葬禮。而緊接在後的是：「猶大離開，見祭司

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馬可福音的作者沒有明白的解釋，為什麼猶

大出賣耶穌？是什麼改變了他跟隨耶穌的初衷？ 

    從經文看來，猶大的行動接在那女人膏抹耶穌之後。猶大和捐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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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的婦女的相異點是什麼？是壓根的不同或是一念之差？他們都認識也

事奉和跟隨耶穌好一段時日了；他們也可能都做了自己以為是對的、重

要的事，但就是有這一念之差。猶大思量過嗎？人豈不知失之毫厘，差

之千里。 

默想：猶大和馬利亞對耶穌所做的種種，在什麼地方能反映出他們的角

色？認識和跟隨耶穌的人也必須儆醒，思量我們以為對的事，一定對

嗎？ 

 

4 月 01 日（禮拜四．聖餐日）馬可福音十四章 32～36 節 

面對苦難關頭 

    面對生離死別的一刻，臨終的前夕，必有不可言喻的恐懼。多少糾

結、錯綜複雜的情緒擺盪著？耶穌是不是也經歷到對殘酷現實的否認、

憂傷、憤怒、後悔、妥協，漸漸到接受並面對事實的地步呢？我們在面

對各種形式的失去時，像疾病、失業、失戀或失親等，無論是發生在自

己身上，或是所愛的親朋好友也好，我們再怎麼準備都不夠。 

    在這時刻，耶穌的心裡想些什麼？祂內心的掙扎是什麼？經文揭示

些許耶穌內在的反應：「祂驚恐起來，極其難過。」「耶穌內心交戰，對

天父吶喊：阿爸，父啊，在 凡事都能。求 將這杯撤。然而不要從我

的意思，只要從 的意思。」耶穌對祂最貼心的門徒說：「我心裡甚是

憂傷，幾乎要死。」希望他們能「在這裡」等候儆醒。 

    默想耶穌面對苦難和喪失生命的關頭，祂是怎麼走過的？祂禱告

了，也呼求過了，惡耗並沒有因此消失殆盡，掙扎後，祂順服了天父的

意思，孤單地走上十架的道路。 

默想：耶穌順服了天父的旨意，孤單地走上十架的道路，為我們背負了

重擔。恩典已賜給我們了，我領受到了沒有？讓我不要辜負祂在十架上

所成就的，我要感謝並領受祂奇妙的愛與恩典。 

 

4 月 02 日（禮拜五．受難日）馬可福音十五章 16～41 節 

代贖的奧秘 

    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喊：「上帝啊！上帝，為什麼離棄我？」基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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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大聲哀哭和涕泗縱橫，祂是多麼的孤單和無助。為什麼耶穌救不了

祂自己呢？非要懸在刑架上，才能拯救世人嗎？祂的跟隨者都跑光了，

換作是我，我想我也會驚恐而不知所措。 

    很明顯的，這不是出於人的設計，而是上帝的計畫。它超越人的智

慧，祂在十字架上的字字句句和行動，是祂對人類之愛的極至表現。十

字架隱藏著代贖的奧秘，它代表著敗中求勝，化腐朽為神奇的極至行

動。 

    「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上帝的

義。」（哥林多後書五章 21 節）當耶穌在十字架上背負我們的罪，在屬

靈的層面中，聖潔的父上帝不看罪人，一度背對耶穌，轉臉不看他。 

    我們無法體會和測度耶穌在十架上極度的痛苦，以及世界的負擔是

多麼的沉重地落在祂的肩上。但耶穌再一次表現祂饒恕的力量，祂饒恕

了加害於祂的人，也為那些釘祂的人們禱告。 

默想：想想那些需要饒恕與需要被饒恕的人和事，是不是有具體的話和

事，可以幫助我做到饒恕他人或被人饒恕？請支取主的恩典，使自己從

禁錮中走出來。 

 

4 月 03 日（禮拜六．墳墓日）馬可福音十五章 42 節～十六章 

失去與擁有 

    按照猶太人的傳統，安息日是不可以辦喪事的。耶穌的身體在前一

天已經被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裡。我們能用什麼來形容祂在墳墓的經

驗？生命的蛻變是無法言喻，也無法理解的過程。它是不是像從毛毛蟲

和蝴蝶之間的變化呢？是不是和蛹的生命一樣──突破重重難關，最後

破繭而出的「生命勇士」？ 

    我們活在人際疏離與生活壓力的苦悶裡，每日以同樣的角度看我們

身邊的人、事和物，似乎把生存這件事當成理所當然，人的一生中玩

樂、讀書、讀好的學校、結婚生子、賺錢……最後呢？等小孩長大，再

經歷小孩的成長到結婚生子……人的一生就應該如此嗎？ 

    我們以毛毛蟲的角度看這個世界，還是以蛻變後──蝴蝶的角度，

以另一種全新的眼光來審視周遭的環境？人該如何繼續生存？如何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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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價值？ 

    在蛻變之後，除了欣喜之外，新生命還是會面臨孤獨和被放逐中，

不過這也開啟了對生命的另一番體認──面對失去，學會擁有。 

    耶穌的受苦與復活，曾安慰和鼓勵了憂傷和絕望的跟隨者。回想耶

穌所經歷的苦難，死亡與離世， 能使我們重新獲得力量。生存不在於

要活得多麼飛黃騰達，而是要思考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就像耶穌的生與

死所給我們的啟示。 

默想：生命的蛻變對你個人的實質意義為何？新生命是否提供了一個不

同的角度，來看自我的人生與問題？ 

 

【聽道筆記】 

題目：如何讓你的恩賜加值──用 5 件事再次重新檢視你的恩賜 

經文：太 2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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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如弟兄姊妹使用智慧

型手機，可用上方的

QRcode 加入「竹南聖

教會大小事」的 LINE

群組，一同靈修、代

禱、關心，並隨時掌

握教會動態。 

▲嗎哪小組(03/12) 

 

 

 

 
 

2 

▲兒童牧區(03/21) 

 

 

 

 
 

2 

▲得力小組(03/18) 

 

 

 

 
 

2 

▲青少牧區(03/21) 

 

 

 

 
 

2 

▲青少牧區輔導會議(03/21) 

 

 

 

 
 

2 

▲活潑小組拜訪北埔聖潔會(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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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服事同工&聚會時間 

  

發行：基督教竹南聖教會 

編輯：媒體中心文字組 

地址：350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212 號 

網址：www.tcchc.org    

E-mail：tcchc1952@gmail.com 

電話：037-469040  傳真：037-484622 

統一編號：15758832 

劃撥帳號：22581491 

(財團法人台灣聖教會竹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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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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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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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豆鳳琴 

豆玉嬌 

林晉甫 

林昱彤 
 

04/18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李麗美 

葉瑞全 

王長富 
 

04/25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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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人 

77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4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10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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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組長：卉婷 

2嗎哪小組 由小組決定 苗栗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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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