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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南聖教會 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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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賣耶穌的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
罪，就後悔，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給祭司長
和長老，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
了。」 

──馬太福音 27章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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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陳金英姊妹 

講  道： ------- 後悔，可能會毀掉一生(太 27: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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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什一奉獻：[#55]100、[#165]1000、[#117]1000、[#166]100 

※感恩奉獻：[#蔣士珍]500、[#主知名]2000、[#147]500、[#羅雪梅]10000 
【教會座椅基金】目標 8 萬元 
[#14]5000、[#羅吉年]2000、[#竹南懷舊肉粽]3000、[#陳臻誼]40000、[#張
倩]40000 
目前累計；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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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壽生有：牧師、師母、鳳美、瑞鳳、美玲、景宜等人，願神

賜福本月壽星，並請值月執事主持慶生。 

3、 教會將更換新椅子，原本 25 張長條木椅將贈送，如有需要的弟兄姊

妹，可在招待桌上登記，需要自行搬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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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目前疫已趨緩，將安排於五月後恢復愛宴，如有感動的弟兄姊

妹，請在招待桌上登記。 

◎事工 

6、 明年為教會設立 70 週年，將要出版紀念特刊，邀請大家能踴躍投

稿，分享見證，可將稿件交給鳳美。 

◎牧養 

7、 本週五(4/9)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共 12 堂課，如要上課的

弟兄姊妹，請在招待桌上登記報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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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4(日) 

04/05(一) 

04/06(二) 

04/07(三) 

04/08(四) 

04/09(五) 

04/10(六) 

04/11(日) 

靈修：太 28:1～20 

靈修：出 1:1～14 

靈修：出 1:15～22 

靈修：出 2:1～10 

靈修：出 2:11～25 

靈修：出 3:1～12 

靈修：出 3:13～22 

靈修：出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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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揭開末世的序幕 
──用這 6 個積極作為來等候主耶穌再來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24 章 1-14 節 

 

關於末世耶穌基督再來的主題是我們比較少

談及的一個主題！對於基督徒來講這是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當你想到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你會有

什麼想法？是引頸期待、異常興奮？還是覺得非

常害怕、顫競恐懼呢？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老師給了學生

們回家作業，當學生再度回到課堂上時，什麼樣的人會期待老師說：交

作業。那就是已經寫好作業的學生！但是另一種人會害怕、恐懼的就是

沒有寫完作業的學生。 

當我們「準備好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當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

候，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反應，那反應就是歡喜快樂。可是很

多時候當我們想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所想到的是：世界

末日、戰爭、許多的患難…甚至於有許多的逼迫在其中。 

然而「主耶穌基督再來」這件事不是因為有戰爭、饑荒、地震、瘟

疫而產生的，而是人類歷史當中的時間序，這是一個過程！耶穌只是告

訴你那是一些的徵兆。不是因為耶穌基督再來而產生了這些災難，而是

因為那是人類歷史的時序。 

所以要了解耶穌基督一定會再來！什麼時候會來？我們真是不曉

得。啟示錄的倒數第二節講到：主啊！是的，我們願你快來。所以早期

的初代教會彼此之間的問安不是：平安。在羅馬帝國極度的逼迫中，他

們期待耶穌基督的再來！假如耶穌基督再來，一切的痛苦、難處就結束

了。如果能與神面對面那該有多好！ 

我們應該要有這種的期待與心情！這也是初代教會的弟兄姐妹引頸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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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事。他們相信耶穌基督在那個世代應該會來，結果沒有想到一等

就等了好久。 

主耶穌基督救贖的時序有：降生、受難、復活、升天、再臨。這是

耶穌基督成就整個救恩很重要的五個部份！我們今天仍然在等待耶穌基

督的再來，正如初代教會中的弟兄姐妹也在等待耶穌基督的再來一樣。 

問題是：你喜歡等待嗎？以前牧師在我的母會，那時有個姐妹說：

你們等我，我一下就回來了。結果等了一個小時！我說：原來等一下是

1 個小時，等兩下是 2 個小時…以此類推。我們都不喜歡等待，但是如

果是跟朋友約好了，那你就必須要等待。 

等待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假如有一個時間點那是比較好等待的。

但如果是沒有時間點的時候！漫漫的長夜過去了，你會作何感想？你會

灰心、沮喪，甚至於會懷疑！主祢真的會再來嗎？這是我們面對主耶穌

基督再來的一種迷失，或是糾結與矛盾。 

我們必須承認等待耶穌基督是很漫長的，但是請你不要有「和稀

泥」的感覺，反正耶穌已經 2 千年都沒來了，也不差這個時刻。請不要

用這種態度！但是也不要太緊張去計算耶穌的日子，過去歷代有多少人

都在算耶穌什麼時候會再來。 

當 1999 年要跨入 2000 年時引起了一陣的緊張，因為電腦從來沒有

跨過另外一個數字，所以就有千禧蟲的出現，也引起了許多主耶穌再來

的聲音，甚至於末日要到了，當時的人們非常的慌亂。 

 我們不用去猜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也不要和稀泥當做沒這回

事！我們要有的態度是：你、我是否已經準備好了？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在等待的時候似乎做不了任何的事，但是面對耶穌基督再來這件事，我

們到底可以怎樣預備？這是我們要一起來思想的！ 

1.留意時局的變化 

請你一定要有先知的眼光。腓立比書說：我們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這就是上帝的眼光！你要看到這個世代的改變，別人在討論各國的局勢

時，千萬不要只是看表面政治的關係，而是在這關係的背後神的心意是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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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

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太 24:2) 

耶穌挑戰門徒的是：你們看見的殿宇，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耶穌講到的是將來聖殿的光景！這非常的諷

刺。聖殿的英文是 Temple。NIV 聖經的翻譯是建築。耶穌離開這個聖

殿說：你們看見這個建築…(當時耶穌的時代聖殿還在蓋)。耶穌講到的

是主後 70 年，羅馬帝國的提多將軍帶著軍隊來焚燒耶路撒冷。 

耶穌早已預言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的。這是耶穌的眼

光！門徒所想到的是聖殿如果被拆毀，那代表上帝的靈不在了。所以他

們講到了 2 件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豫兆呢？(太 24:3)門

徒講到的不是耶穌基督再來，而是耶穌何時降臨做王(國家的開始)？上

帝不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門徒的理解和耶穌所講的天差地遠！但是耶穌並沒有糾正他們，因

為時間太緊湊。所以耶穌告訴門徒衪再來的時候有的豫兆： 

1.假基督、假先知興起(太 25:5、11、24) 

2.戰爭(太 24：6-7） 

3.饑荒(太 24:7) 

4.地震(太 24:7) 

5.信徒受逼迫、陷害(太 24:9-10) 

6.不法的事增多、愛心冷淡(太 24:12) 

7.天國的福音被傳遍(太 24:14) 

耶穌基督再來時至少有這 7 件事，包括天象會改變、瘟疫…，所以

你一定要注意到時局的改變，不要別人在討論異端、饑荒…你也跟著在

討論，這沒有意思，你要嗅到耶穌基督可能再來的光景。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

道夏天近了。(太 24:32) 

 無花果樹是夏天發嫩長葉的時候，時節到了你就要注意，這是上

帝給我們的季節。當世界越來越混亂時不要太訝異，因為那是一個時

序。 



 

 7 清心週刊 

2.常有警醒的預備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太 24:4) 

很多時候我們看不清楚時局，所以謹慎很重要！很多時候我們不夠

謹慎就會入了迷惑。聖經中耶穌不斷告訴我們一定要警醒，保羅在帖前

5:2 說：…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不是說耶穌是賊，我們一

定要清楚)。啟示錄中有一段經文耶穌說：看哪！我在門外扣門，誰為

我開門的，我就要進到他裡面，要與我一同坐席。 

非洲有一個部落他們用樹枝所編成的圓屋是沒有門的，小偷都是先

敲門，如果都沒有人回應就會進去偷東西。這段經文當時的宣教士很苦

惱不知該如何翻譯，後來就用：看哪！我在外面呼喊(原文是扣門)。耶

穌來的時候像賊，這是你連想都想不到的。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

知道，唯獨父知道。(太 24:36)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太 24:42) 

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太

24:44)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太 24:50) 

這裡一再的告訴我們：要儆醒。正如 2015 年有一部丹麥戰爭電

影：開戰日。故事是講述到 1940 年 4 月 9 號德國侵略丹麥(1939 年兩國

才剛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當時丹麥的軍隊訓練只有修修腳踏車、相互比

賽看能騎多遠…之類，他們的軍備非常的老舊。 

當德軍壓境時丹麥毫無防備，因為丹麥打從心裡覺得德國不會侵門

踏戶，所以照常過著平日的生活，丹麥沒有儆醒於是 4 個小時就戰敗投

降了。假如你還沒有準備好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的時候，你會很慌

張。牧師剛出來服事好幾次都作夢：在主日的聚會中大家都在享受敬

拜，但恐怖的是我還沒有準備好我的講章信息！我都覺得這是非常害

怕、恐懼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好，儆醒一定是準備好的。馬太福音中耶穌舉了

一個例子：十個童女的故事。其中 5 個聰明的童女已經準備好油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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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愚拙的卻沒有準備，因為當時的花童或伴娘在等待新郎時是沒有確

定的時間點。當新郎來到，愚拙的童女因為沒有油了，就慌張的趕緊跟

聰明的童女借油。這叫作儆醒準備！ 

很多時候為什麼不夠儆醒？那是因為我們沒有準備好，我們沒有提

前部署。屬靈的光景如果沒有提前部署，你永遠都會在應付問題。如果

你的預備夠，常常為了你的需要禱告，當大風大浪來臨時，你早已準備

好了就不用害怕。 

那 5 個愚拙的童女問題來了趕快處理，這很好！可是如果她們可以

先準備好那就不用面對困難。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準備好！準備好面對

很多的難處、準備好面對耶穌基督的再來。要有心理的準備，但是不用

怕，因為上帝的恩典夠我們用！你要對上帝有信心。當你常常來到神的

面前禱告的時候，神就會為你開路。 

很多基督徒也不讀經、也不禱告，覺得自己是神的兒女，神就會保

護看顧我們、給我們恩典！這是非常奇怪的信仰。我們的信仰是恩典，

是白白得著的，但是要伸手去拿。如果你連拿都不願意去拿，怎麼會得

著恩典？在這個末世、面對爭戰要學習預備好你的心，趕快來遇見神。 

3.分辨基督的信息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太 24:4-5) 

這個世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聲音，太多的信息充斥著，也有許多的

異端，要不是自稱自己是神、或自己是基督的…，這些都是異端，你一

定要會清楚的辨別，否則就會被欺哄。當我們說他們是異端、不合真理

的時候，那我們自己會不會也是不合真理？也有錯誤的時候？ 

有兩件事很重要：源頭和連結。這些異端都是莫名其妙蹦出來的，

清朝時有太平天國假冒基督的名，他所認識的神跟你所認識聖經中的神

完全不一樣。我們的信仰是有傳承性的！耶穌基督的門徒(也叫使徒)，

門徒的門徒叫教父，到主後 500 年最後一位教父奧古斯丁為止，教父的

時期正式結束。教父時期奠定了整個基督教的真理教義，這是基督教的

資產非常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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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是在主後 300 多年所奠定下來的，討論再討論、什麼是耶

穌、什麼是三一神，不斷的在討論中信仰慢慢的成熟。一直到 1517 年

10 月 31 日馬丁路得貼了一道公告在教堂的外面，開啟了整個宗教改革

的序幕，天主教慢慢的轉移成為基督新教，這是有脈絡、血統的。 

異端是沒頭沒尾突然蹦出來的，要小心注意！除了血統之外還有就

是使徒信經，所有的異端都是否認三一神、否認耶穌的神人二性，而這

些都是很寶貴的宗教信仰的核心。要怎樣來判斷是不是正統的教會就是

透過使徒信經，這是信仰的防毒軟體。 

然而現今讓牧師覺得堪慮的是有些教會也承認使徒信經，但是教導

裡面卻有很多的問題，所以請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聽的道有問題請你

趕緊回來問牧師，如果有一天牧師講的道怪怪的，也請你來找牧師。我

很喜歡聖經教師大衛·鮑森講的：你們不一定要相信我所講的，但是一

定要相信聖經。我們一定要回到聖經中，因為人會有問題，牧師也會有

講錯的時候，但是聖經不會錯。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

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

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太 24:23-24) 

連假基督、假先知都能行神蹟奇事，他們一樣可以醫病趕鬼、講方

言，有時候神蹟是神帶來應許的彰顯，但是這不是絕對。因為連邪靈都

可以這麼做。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

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太 24:26) 

這個世代會有很多這種事！當有人跟你講基督再來了，如果你的信

仰不夠堅定就會很興奮。確實有人會告訴你基督已經再來，東方閃電全

能神教會他們說基督已經來了，那他來還要再死一次嗎？各位要小心！

前提是你要對聖經清楚，否則就會被欺哄。 

4.活在上帝的國度 

我們活在這個國度，但這只是暫時的，一切都會過去，所以一定要

活在上帝的國度中，否則你會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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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

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

地震。(太 24:7) 

國要攻打國是戰爭，而很多時候是民要攻打民！法院每天都在上演

民攻打民，每一次的消費糾紛、經濟問題都是民攻打民，不是嗎？這個

世代太多爭戰、太多的問題了，現在各國的軍備預算都不斷在提升。這

個世代越來越混亂、戰爭會越來越多，如果是這樣就知道很不平安。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

敬畏的心事奉神。(來 12:28) 

地震、經濟都會讓一個國家震動，但是感謝神！你我在不能震動的

國，就是神的國。因此你要活在神的國因為你是神的兒女。 

5.接受逼迫的決心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

名，被萬民恨惡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

知起來，迷惑多人。因為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

了。(太 24:9-12) 

你既然得了不能震動的國，接下來就會有逼迫，逼迫在信仰當中是

非常可怕的。這裡講到了兩件事：我們會被逼迫、人的愛心會越來越冷

淡。今天假如在外面看到車禍，我們不太敢碰因為怕被栽贓，也因為不

法的事增多，人的愛心就慢慢的冷淡了。 

不單如此現在這個世代有很多信仰的逼迫，根據敞開的門這個機構

的統計，世上作基督徒最危險的 50 國包括北韓、印度、巴基斯坦甚至

中國，這是一個逼迫的世代，我們會不會因為信仰而被逼迫？你會因為

信仰而被嘲諷、不客氣，或是被調侃，這是很正常的。 

我寧可你因為信仰被逼迫，也不願你因為工作出了大麻煩而被逼

迫！你的工作處事、待人，因為講話直接而冒犯人，你被逼迫、被排

斥，與其這樣倒不如因為信仰而被逼迫。很多時候可能因為自己性格的

關係、講話的緣故而人家不喜歡我們，但我寧可是因為福音的關係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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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我。 

這個世代我們要有全然準備好的心：我們會被逼迫。因為我們怕被

逼迫，所以就不想講嗎？不行！因為傳福音表明我們的身份是我們的使

命。 

6.分享福音的行動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做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 24:14) 

在這個等待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你可以做的是：分享福音的行

動。怎麼分享呢？今天這個世代要傳福音太容易了。福音要傳遍天下耶

穌基督再來，這非常的合理！而神給了我們很好的武器：網路。人手都

有一支手機，請你一定要有負擔常常用來分享福音。 

過去是用電線桿、福音車來傳福音，甚至是在大樓外懸掛福音布

條。現在我們可以用手機，這是很好的傳福音的方式。當你看到好的跟

信仰有關的文章，請你把他分享出去，這個世代我們要承接一個使命去

傳福音。 

傳福音不只是一個想法、意念跟禱告、讀經一樣，而是生活的慣

性，假如我們不習慣跟人家分享那就太可惜了。求神幫助我們繼續的傳

福音，跟人分享這美好的恩典，因為耶穌基督快來了。 

今天提到了耶穌基督再來之前你可以做的 6 件事： 

1.留意時局的變化 

2.常有警醒的預備 

3.分辨基督的信息 

4.活在上帝的國度 

5.接受逼迫的決心 

6.分享福音的行動 

 在面對這個末世的世代，求神給我們更多的信心，最後聖經中所

說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就是我們最大的盼望。 

 

 



 

 12 清心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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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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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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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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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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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