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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南聖教會 週報 

Action church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耶和華─你們祖宗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
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打發我
到你們這裡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
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出埃及記 3章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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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夠了!別再找藉口了!(出 3:11-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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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1 
※什一奉獻：[#23]1500、[#22]8000、[#149]1000、[#153]6000、[#14]5000、

[#08]6000、[#]2000、[#81]2000、[#120]2000、[#1070]2800 

※感恩奉獻：[#23]500、[#03]500、[#152]1300、[#166]25、[#葉素珠]5000、
[#張麗華]3000、[#主知名]1000 
更正:上週奉獻[#羅雪梅]1000 
【教會座椅基金】目標 8 萬元 
[#165]6000、[#羅吉年]2000、[#張麗華]3000 
目前累計；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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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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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82 159,302 68,580 962,016 500,000 1,4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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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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財務已經出來，內容參閱第二頁，請關心、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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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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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應目前政府於週四、五限水，如這二天要使用廁所的弟兄姊妹，

請盡可能使用廁所內的備用水沖水、洗手。 

6、 福音書櫃已經來了一批新書，歡迎弟兄姊妹使用。 

◎事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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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歡迎大家上課，接受屬靈裝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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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上週因太魯閣號事故死傷的家庭禱告，求主賜下安慰。 

 

【讀經進度】 

04/11(日) 

04/12(一) 

04/13(二) 

04/14(三) 

04/15(四) 

04/16(五) 

04/17(六) 

04/18(日) 

靈修：出 4:1～9 

靈修：出 4:10～17 

靈修：出 4:18～23 

靈修：出 4:24～31 

靈修：出 5:1～14 

靈修：出 5:15～6:1 

靈修：出 6:2～13 

靈修：出 6: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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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讓你的恩賜加值 
──用 5 件事情再次重新檢視你的恩賜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24 章 14-30 節 

 

對神的兒女來講很寶貴、也很重要的事是：

如何讓你的恩賜加值！當你到餐廳去吃飯時很常

聽到服務員跟你說：只要加多少錢，套餐就可以

升級。這個叫加碼、升值！同樣的我們也會期待

在我們的生命中也能夠升級。 

其實在我們平凡的人生中，你、我都會得到

上帝美好的恩賜！這美好的恩賜只要去使用，就會讓你的生命加值。牧

師在好多年前看到人家在拉小提琴就好生羨慕，於是在某個拍賣網站上

買了一把很便宜的小提琴，當我在辦公室裡自我陶醉的拉著小提琴時真

是非常的開心，但是直到有同工說：真是吵死人了。我深深的被打擊到

就再也沒有碰那把小提琴了。 

有一天一位會小提琴的弟兄來到我們當中，我就想到我那把塵封以

久的小提琴，於是就請他看一下，沒想到經過他一番的調整後居然可以

拉出如此悅耳的聲音。這把小提琴在我的手中是噪音，在那位弟兄的手

上卻是美好的音樂。同樣的東西在不同人的手中就成為了加值！那如何

要讓你的恩賜加值？這帶來了兩個重要的定義： 

(1)每個人都有恩賜：俗話說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人在上帝的眼

中都是有恩賜的，然而很多時候卻是沒有被發掘出來。恩賜是跟你回應

上帝的呼召是有關係的！例如：一個很會唱歌的人，如果只是唱一些外

面的流行的歌曲，跟上帝的福音一點都沒有關係的時候，這就只能說是

你的專業了。 

所以恩賜有三方面：(1)你的專長。(2)你的負擔。(3)你的性格。上

帝使用摩西，雖然他很有膽識但他卻不太會說話，可是他有一個哥哥亞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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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口才卻非常的不錯，所以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當你耳聞一些事情

讓你無法入眠，你心中有些負擔時，神會給你恩賜，所以恩賜是每一個

人都會有的。 

(2)恩賜是可以加分：恩賜是可以升級的！當上帝給你恩賜時，你

好好的去使用、裝備的時候，這是會加分的。聖經中提到很多人有恩

賜，當他把恩賜放在神的手中就是加分了。因此你的手上必須要有恩

賜，也要知道這是可以加分的。 

大衛有一天帶著便當去沙場找哥哥，剛好遇到敵軍在陣前咆哮辱罵

耶和華的百姓與軍隊，大衛聽到後無法忍受就到國王面前，王便把自己

的盔甲給大衛穿上，但是因為大衛太矮小也穿不動，於是大衛只帶著幾

個平滑的石頭上戰場。石頭在我們的手中平凡無奇，但是在大衛的手中

是加值的！他只憑著手中的甩石機便擊倒了歌利亞。 

一根手杖在你我的手中平淡無奇，但在摩西的手中卻可以分開紅

海、擊打磐石出水並且行了許多的神蹟，因為這根手杖在耶和華的手

中。假如恩賜在你的手中卻不使用，就只是你的專業！如果你要讓他加

值、升級就要交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早上要來談到如何讓你的恩賜加

級！ 

我真是要說：你有恩賜！有恩賜的目的不是讓你留著自己用，而是

要好好的來服事神。基督徒是需要來服事神的！牧師在讀神學院之前有

一段時間在教會服事，我的母會人不多所以我都要服事，因此我非常的

忙碌。那一陣子我真是太疲憊了，於是就跟我的傳道請假，那個月的時

間我就在工作附近的教會聚會。 

雖然那段時間我有如放下肩頭上擔子般的輕鬆，但是那一個月的時

間我卻像行屍走肉，因為我找不到我生命中的定位。原來神給我們的價

值不是只有在教會中坐著聚會，而是要起來。我們教會的英文名稱：

Action church。在前幾年我有很深的感動，神要我們做的是一個行動的

教會，是要走出去的教會。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我們當中，祂是要帶著門徒走出去的。因此

如果你沒有走出去，只有坐在一個地方等著領受，這就太可惜了！所以

一定要成為一個行動者。如果你願意服事的話那一定會加分，而且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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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是只有在今生今世，而是會存留到永恆。恩賜如果不用就像一攤死

水，當你去使用時就會成為活水江河湧流出來，我們的生命是要成為活

水江河的生命。 

1、每個恩賜都重要：恩賜有大、有小，都是上帝所決定的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

們。(太 25:14) 

不要去羨慕別人有很大的恩賜，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樣。今天的經文

中有一個特別的看見，當你讀到「天國」時請注意這是指天國的事！耶

穌從天國而來，我們只知道天國的事，但是我們沒有在其中。所以當你

讀經看到天國這兩個字就要特別注意，因為耶穌在講你所不知道的奧

秘。這件事告訴我們你在地上的事會反應到天上，所以這件事情是很寶

貴的。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

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太 25:15)當僕人拿到五千走路就有風

了，拿到二千的心裡就有點失落…(根據所拿到的錢聖經學者有研究，

這錢其實很多，不是你所理解的而是很龐大的數字)但是五千、二千、

一千那一個最重要？對於主人而言每一個都重要！因為是「按著各人的

才幹」給的。 

每一個人的才幹不一樣，神都知道！在許多年前牧師的服事非常的

低潮，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時候就跟上帝抱怨：上帝啊！這段時間的服事

實在是沒有什麼果效…，我非常的灰心在其中，為什麼祢不讓我像某某

牧師，很會講道…，我一口氣向上帝推薦了好幾個牧師，這些就是我想

要的服事。 

神當時給了我一句話，就是今天的經文！神給每一個人的才幹都不

同。我永遠沒有辦法忘記那天晚上神告訴我： 你就是那個一千兩的。

我就立刻「哈利路亞」開始活出一千兩的樣子。 神給那五千兩的，神

要跟他多收啊！所以如果你是一千兩的，那你就：哈利路亞！感謝讚美

主。 

每一個恩賜都重要！我們總是會覺得在服事中講道、帶敬拜那個被

人看見的恩賜才是重要的，像禱告、打掃、關心人這種沒人看見的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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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五千兩的、二千兩的、一千兩的都一樣重

要。神量給每一個人的是看你的情況！ 如果你只是二千兩和一千兩

的，你不要跟上帝抱怨，因為五千兩的是你做不來的。所以保羅在哥林

多前書中說：我們就好像枝子一樣…。你不能說那一個重要、那一個不

重要…不！都很重要。 

2、恩賜是可以擴張：恩賜不能只是停留現況，要不斷擴展 

恩賜是可以擴張的，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加分。恩賜不能只是停

留在現況，而是要不斷的擴展。否則不進則退！不能說我滿足了，剛剛

好就好。要嘛不是慢慢的在進步，不然就是漸漸的退步直到沒有。早期

我們教會裡敬拜團同工沒有很多，只有幾個在輪，有時候牧師也會輪到

帶敬拜，那時候帶敬拜時好享受，但是現在就沒有辦法了。恩賜是會越

用越熟練，不用就生鏽沒用了，這是一個常態！所以當你從神那裡拿到

恩賜之後，就一定要慢慢的去擴張。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

賺了二千。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過了許久，

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

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太

25:16-20)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

又賺了二千。』(太 25:22)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

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去把

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太 25:24-25) 

今天的經文牧師總結了幾個地方： 

1、神給恩賜，卻不給方法、策略：上帝不是要操縱你，而是要你

好好的運用，祂讓你自由發揮。 

2、神給恩賜，要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又惡又懶的僕人毫無作

為，還在抱怨、找理由。這是錯誤的！要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3、神給恩賜，是必須要交帳的：神給了恩賜，將來有一天是要收

帳的，你要對上帝負責。 

神給了一切的豐盛、恩典，你一定要來到神的面前交帳，這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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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將來有一天要面對的事情。做多少算多少神不會苛責你，但是一定

要好好的運用神給你的恩賜。很多時候我們很期待用被動式，上帝祢要

我做什麼？祢告訴我，我來做！因為祢是主、我是僕人。我們以為神是

用這種方式，那知道神是會帶著我們一起來參與、發展你的恩賜。 

所以重要的是把恩賜交在神的手中！餅跟魚交在我們的手中就只是

餅和魚，但是在耶穌的手中卻能餵飽五千個男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把恩賜放在哪裡？很多時候我們是把恩賜放在自己的口袋，或自己的

興趣裡面，我們必須要用在神的身上，因為這上帝給的恩賜。 

3、內心比外在重要：恩賜要有良善的動機，和忠心的態度 

你一定要有一個動機和正確的態度！ 假如你會做很多事情，但是

你的動機只是為了要得人的獎賞，這種動機是錯誤的，上帝不喜悅。也

要有忠心，就是堅持到底不要放棄！忠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當

五千兩、二千兩的僕人投資回本時這個主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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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21、23） 

忠心和良善這兩件事情是我們服事時很重要的動機和態度。很多人

喜歡看外表，法利賽人喜歡看外表，禱告時一定要在街頭上讓人看見，

禁食時蓬頭垢面讓人知道…。這是法利賽人的態度！他們有良善的行為

但背後的動機卻是不對的。 

馬太福音 26 章有一個女人來到耶穌的面前，打破極貴的香膏塗在

耶穌的腳上，門徒看了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

賣許多錢，賙濟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甚麼為難這女人

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太 26:8-10) 

門徒看見的是善事，但是耶穌看見的不是善事，而是美事，善事大

家都會做，但是耶穌看見的是背後的動機。我們必須要來到神的面前很

誠實的面對，我們的恩賜在每一次服事時都要有很正確的良善和忠心。 

將來有一天神要對你、我說：你這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可以到我這裡

來…。這是何等大的尊榮！因此不要為了地上的美名而做，而是要為了

上帝在你身上的肯定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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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小事開始忠心：賜是從小事開始，然後才負責大事 

請一定要從小事開始忠心！如果你連小事都沒有辦法做好，那麼上

帝就沒有辦法託付你更大的事。就像是我們常常羨慕別人有大的恩賜、

才幹，可是如果不從小事開始忠心、開始操練的時候，那麼你沒有辦法

做大事。就好比我們要參與敬拜團，要打鼓或者是要彈琴，如果不願意

花時間去練習，那是沒有辦法去服事的。 

主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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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21、23) 

 這段經文有兩個詞：不多的事、許多事。當上帝給你一點點你就

好好的、忠心的去完成你的恩賜時，上帝就會把更多的恩賜交給你管

理。原來恩賜的大小不在於「大或小」而在於是否從小事忠心。所以！

我們要學習在小事上忠心。 

來到教會服事最讓人頭痛的就是財務，一分一毫都要很清楚，其實

教會的錢也沒有很多、很複雜，但是只要一點點的錢沒有搞清楚的時

候，就會很麻煩。所以只要在小事上好好的忠心，神就會記念你！千萬

不要小看自己的職份，忠心到底的神會使用。 

5、恩賜為要祝福人：恩賜必須妥善運用，最大獲益是自己 

我們以為服事是讓別人得著恩典與益處，不！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

自己。最大的祝福竟然是自己，這很難想像，原來我服事是因為上帝要

給我更多的祝福。神白白的給我們恩賜，當我們去服事了之後才知道，

原來神是透過恩賜要來祝福我們！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

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回

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太

25:26-28) 

這段經文我讀了好久之後得到一個結論：這錢是主人的，只是按著

僕人才幹的不同而給他，可是沒有想到其實主人根本沒有打算要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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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當神給我們恩賜，而我們去祝福別人的時候，神會在天上記念你。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

奪過來。(太 25:29) 

這段經文太寶貴了！有恩賜又去使用的，會多而又多。如果你不要

用他，沒有的(是指不去使用的，而不是指沒有恩賜的)，連他已經有的

恩賜，也會成為什麼都沒有的。所以，這是一個屬靈原則。把這無用的

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太 25:30) 

最後這個僕人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齒了！原來我們是需要去學習使用

自己的恩賜，而這個恩賜看似是祝福別人，但是同時也會回到自己的身

上來祝福自己。有一個建築公司的老闆，他身邊有一個師傅是從年輕就

開始跟隨著老闆到處奔跑蓋房子，有一天這師傅深覺自己已經年老，就

跟老闆申請退休。 

老闆想想也覺得這師傅真的是很辛苦，雖然不捨，但是因為他年紀

老邁這請求也是很合理的，於是跟師傅約定再建好最後一個工程就讓他

退休。老師傅聽了很開心終於可以退休了，但是他邊做邊想：反正是最

後一棟房子了，趕緊做完就退休了，於是便隨隨便便趕在工期前完成。 

等到工程完畢之後，老闆來到工地看到房子的外觀非常的漂亮，於

是很開心的對老師傅說：為了表達這些年來你對我的幫助，我決定把這

房子送給你。其實恩賜常常就是這樣子！當你亂用最後得到的卻是你自

己。 

神要我們的恩賜是不斷可以去使用的，也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有

恩賜，而這個恩賜是可以讓神來使用的。今天提到用 5 件事來檢視我們

的恩賜：要知道每個恩賜都很重要、恩賜也是可以不斷擴張的，內心比

外在更重要，也就是說動機比你所做的事情更重要。 

從小事開始忠心！不要以為只要上帝給我一個很大的任務，我一定

會好好的完成，從小事開始！神就會就會給你更多的事情。恩賜為了要

祝福人，但其實是為了自己，只要好好的使用恩賜，神就會格外的來祝

福你。 

【節期分享】         受難日聚會有感 
文◎許素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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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難日晚上，看到那一幕影片，我的內心深受感動，耶穌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當下鼻子酸了，眼淚不自

主流下，心想：主啊!祢何等地愛我，祢的恩典何等地的大!祢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祢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天父，我真是不配，但透過祢在

十字架為我而死、復活，讓我能成為神的兒女，感謝、讚美主!主啊!我

要一生跟隨祢，生命讓祢掌權，願一生年日由祢帶領，直到見主面，阿

們!哈利路亞!今天是復活節，耶穌的復活的大能，帶給世人極大的盼望

與救恩。 

【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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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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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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 

71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20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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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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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