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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週報 
竹南聖教會歡迎您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
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
去，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 

──出埃及記 6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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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許素琴姊妹 

講  道： ------- 當溝不通時，怎麼辦？(出 5: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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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 
※什一奉獻：[#36]6000、[#122]1300、[#162]5000、[#37]2000、[#164]4000、

[#1107]300、[#24]2000、[#1037]2000、[#163]1000 

※感恩奉獻：[#1024]100000、[#主知名]760、[#主知名]3500、[#主知名]2000 
【教會座椅基金】目標 8 萬元 
[#主知名]10000 
目前累計；1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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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目前疫已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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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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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歡迎大家上課，接受屬靈裝

備。 

8、 五月份靈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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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牧師將於下週一(4/19)在教會主堂錄製「活潑的生命」節目

代禱，求主賜下話語。 
 

【讀經進度】 

04/18(日) 

04/19(一) 

04/20(二) 

04/21(三) 

04/22(四) 

04/23(五) 

04/24(六) 

04/25(日) 

靈修：出 6:14～30 

靈修：出 7:1～13 

靈修：出 7:14～25 

靈修：出 8:1～15 

靈修：出 8:16～24 

靈修：出 8:25～32 

靈修：出 9:1～12 

靈修：出 9: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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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可能會毀掉一生 
──要小心猶大心中的 5 個骨牌效應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27 章 1-10 節 

 

在我們的生命中要後悔的事很多，小到購

物、大到生命中重要的決擇，有時候這些事情會

讓我們感到非常後悔。如果這個讓你後悔的事情

會影響到你，讓你心中糾結、心痛，甚至於無法

入眠，這樣就要小心！因為這可能就會像是猶大

心中的後悔。 

耶穌的門徒猶大之所以會賣了耶穌，有很多複雜的情緒在其中，就

像是電線彼此纏繞無法解開。首先是猶大對金錢的貪愛！每個人對金錢

的敏銳度都各有不同，猶大就是一個對金錢很敏銳也非常有概念的人。 

根據馬太福音 26:8-10 節記載：有一個女人知道耶穌要走上十字架

的道路，門徒都聽不出耶穌的弦外之音唯獨這個女人，所以她就打破了

極貴的香膏並塗在耶穌的腳上，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馬太福音中並

沒有點出這個門徒是誰，但是約翰福音 12:3-5 中卻顯明了這個門徒就

是猶大。因為猶大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 

這個香膏在你我的眼中不知道價格為何，因為我們是外行人。根據

推測猶大很可能曾經是個商人，生活過的還不錯，不然怎麼可能一眼就

識出香膏的價格？所以猶大對金錢是非常敏銳的。然而盡管如此！耶穌

仍然一而在、再而三的給猶大機會，祂讓猶大在門徒中成為管錢的。 

第二個原因：猶大不認同耶穌。猶大之所以跟隨耶穌是希望耶穌是

那一位透過舊約所應許的「政治上的彌賽亞」摩西當年跟法老王的交

涉，以致於釋放了以色列人讓他們離開埃及。猶大把政治上的彌賽亞投

射在耶穌的身上！在兩約之間以色列人建立了馬加比王朝，可惜不到

100 年的時間就被羅馬帝國滅掉了。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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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城時，他們對耶穌有著錯誤的期待！

可是當他們發現耶穌所走的路跟他們想的完全不一樣時，以致於他對耶

穌完全的失望。這是猶大的心情！他以為耶穌會帶著他們起義，結果根

本不是。 

第三個原因：對團隊的失望。他曾經跟著一群專門要改革、抗爭羅

馬帝國的奮銳黨人在一起，可是耶穌的門徒這群人卻是扶不起的阿斗，

每次門徒聚集時沒有很崇高的理想，他們也不談論該如何與羅馬帝國抗

爭，該如何進攻巡撫彼拉多…，他對這個團隊失望。 

還有就是魔鬼進入他的心！當你有負面情緒的時候魔鬼撒旦就會趁

虛而入來攪擾你。根據約翰福音 13:2 中說：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

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如果猶大的心中沒有負面的情緒，不

滿、怨恨、苦毒，魔鬼沒有機會的！ 

恐怕壓倒猶大想要出賣耶穌的最後一跟稻草就是：不被耶穌肯定。

他從頭到尾跟著耶穌，他看見那個女人為耶穌打破了極貴的香膏，而責

備了這個女人，猶大的出發點也許是好意的，可是耶穌卻公開的責備他

(參閱太 26:10-13)根據馬太福音 26:16 節說：從那時候，他就找機會要

把耶穌交給他們。從經文前後對應就看出來，這是壓倒猶大的最後一根

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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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7:3） 

當他出賣耶穌之後「就後悔」！怎麼會後悔？他不是已經決定要把

耶穌賣了嗎？但是猶大的後悔造成他一步一步的走上生命的絕境。如果

你的生命中有一件很後悔的事情，而這件事情讓你跳脫不出來，那要小

心！因為很可能會讓你走上生命的絕境。今天我們要來看猶大到底是怎

麼樣走進他生命中的絕境，這也是我們要小心的！這叫作 5 個骨牌效

應： 

1、內疚：帶著後悔的心 

為什麼他會後悔？因為他的裡頭有很深的內疚！那個內疚跟自責常

常會讓人有後悔的心。如果我不要這麼做，他就不會這樣子…。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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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這樣講…。這個叫內疚，帶著後悔的心。如果在我們的生命中帶著內

疚的心這會侵蝕我們的心！ 

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就把

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彼拉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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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承當罷。

(太 27:1-4) 

猶大賣了耶穌後，他們把耶穌捆綁解去給比拉多，接著便被定了

罪。這一切的過程看似正常但是猶大的反應卻是很不可思議：我賣了無

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為何他會是這樣的反應？唯一的可能是他根本

不覺得耶穌會被定罪！ 

猶大用自己的方式去找祭司長跟他們談條件，他並不覺得耶穌會被

定為死罪。但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出賣卻讓耶穌被定了死罪。所以他

說：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是我有罪。猶大的裡頭充滿了內疚！ 

猶大心中的第一張骨牌是內疚。在我們的生命中做了多少次錯誤的

決定會使我們後悔！而後悔之後就會內疚。 

2、羞愧：不敢來到主前 

當人內疚之後就會感到羞愧，不敢來到主的面前。有些人不覺得羞

愧，反而是語氣很兇惡，台灣有一句俗語：見笑轉生氣(惱羞成怒)。他

的內心還是很羞愧，只是表達出來的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內疚帶來的

第二個結果就是羞愧，不敢來到主的面前。主有赦免之恩，祂也願意把

這恩典給我們，但是你要為犯罪後的結果負責任，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

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創 3:8) 

一個人犯罪後的結果最典型的就像亞當、夏娃犯罪之後就躲起來，

不敢見神的面。很多時候我們會有羞愧感，這是我們的第二張骨牌，不

敢來到神的面前、不敢來聚會、禱告，好像跟神有關的我們都會害怕，

不想碰！因為我們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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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告：不斷的自我定罪 

當我們羞愧之後，那不斷的定罪的聲音就進來了。我們看到猶大！

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我有罪了。自我定罪、自我控告。這是魔撒旦最

喜歡用的！讓你覺得你不配、你不能、你不行…那是一個很大的聲音排

山倒海而來。 

定罪不是上帝的聲音！啟示錄 22:10 形容撒旦是「晝夜控告我們弟

兄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不定罪我們！約翰福音講到一個故事：文士和

法利賽人抓到一個行淫的婦人就把她帶到耶穌的面前來試探耶穌(參閱

約 8:3-6）耶穌要冷處理這件事，但他們卻不斷的問祂，耶穌就對他們

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參閱約 8:7-8) 

很多時候我們要學習耶穌一樣「冷處理」不要太認真，有些人是故

意來找碴的。當那些文士、法利賽人一個個離開之後，耶穌對婦人說：

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又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 8:10-11) 

神是不定我們的罪的，如果神定我們的罪那是何等的可怕！因為這

樣沒有一個人是上帝可以用的，因為我們都是有罪的。今天人類最大的

問題就是罪！因為罪的緣故耶穌基督來。今天有兩件事是人沒有辦法處

理的，第一件就是罪！我們生來就有原罪，我們有罪性，因此我們的思

想中常常有一些偏頗的想法。 

第二件是死亡！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想中止死亡，包括秦始王派人尋

找長生不老的藥。甚至科學家研究冷凍人，百年之後在讓人活過來，我

真不知道這有什麼意義？人總是要面對死亡。所以罪和死亡這兩件事是

人沒有辦法對付的！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死的毒鉤就

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

勝(林前 15:55-57)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 章講到耶穌基督的復活，今天是復活節，我

們一定要了解到耶穌基督的復活戰勝了 2 件事：死亡和罪惡。讓我們在

基督裡面得自由、得釋放是因為耶穌基督不控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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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撒旦晝夜控告、數落我們！除非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奉主的名

說：夠了！我是上帝用重價所贖回的人，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為我們承

受這一切了。耶穌已經為了我的緣故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取代了我們，

因此！我們是得自由、得釋放的。 

猶大他裡頭不斷的控告，我相信他沒有辦法入眠，他裡頭很大的困

難與糾結。控告常常會讓我們跌倒！ 

控告接著完之後呢？ 

4、怨恨：無法原諒自己 

控告之後你裡頭就會產生怨恨！你沒有辦法原諒自己，你裡頭開始

會有毒根、苦毒在其中，這個苦毒聖經形容就像「酵」一樣是會長大

的。這是很嚴重的問題！當你沒有處理好怨恨的時候就會被遮蔽，讓我

們看不到神的美好、讓我們看不到神的計劃、本質，所以怨恨是一個毒

瘤。 

聖經裡有一個怨恨的人，他本來是一個王子生活在王宮中，押沙龍

是大衛王的第三子，根據聖經形容他長的非常俊美，頭髮又很長，當時

應該是很多女孩會喜歡的。但是押沙龍因為妹妹他瑪被哥哥暗嫩欺辱而

心中產生了憤怒，他期待父親能夠處理這件事，但是一等就是 2 年。 

於是他便自己出手了，他就計劃招聚了所有的兄弟其中包括暗嫩，

結果在那個場合中把暗嫩殺掉了。根據聖經形容：當大衛知道他瑪被暗

嫩欺辱之後甚是發怒、知道暗嫩被押沙龍殺了之後甚是哀傷，但他卻仍

然沒有處理。 

我相信押沙龍殺掉哥哥後心中有內疚，但是到最後卻產生了對父親

的怨恨。怨恨就像是毒瘤一樣會不斷的侵蝕你！猶大的心中充滿了怨

恨，他怨自己、怨恨環境、怨恨政治體制…，他有許多的怨恨在其中，

到最後變成一個毒瘤，到最後變成了絕望。 

5、絕望—黑暗籠罩內心 

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裡，出去弔死了。(太 27:5) 

當你看不到盼望的時候，那可能就是壓倒你生命中的最後一根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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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這 5 個階段對猶大來說很快，他看不到盼望。猶大一生中都是用自

己的方式，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調解，他從來不靠神只靠自己，到最後結

果就是看不到盼望。 

這就是骨牌效應！首先是內疚，接著是羞愧、控告、怨恨，最後他

看不到盼望就絕望了。如果人生走到絕望的光景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今天我們講到了後悔可能會悔掉你的一生，我說「可能」是因為要看事

情，如果這件事會一直不斷的影響你，那真是有可能會毀掉你的一生。 

所以猶大的心中有這 5 個骨牌效應，分別是內疚、羞愧、控告、怨

恨、絕望！這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們來到神的面前千萬不要後悔，跟

隨主不要跟隨到一半說後悔了。你做任何一個決定如果有遺憾，那個遺

憾就讓神來補足。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

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

後悔了。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創 6:6-8) 

神會不會後悔？撒母耳記上 15:10-11 節：耶和華的話臨到撒母耳

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但撒上 15:29 節也說：以色列的大能

者，必不至說謊，也不至後悔。因為他迥非世人，決不後悔。那到底上

帝會不會後悔？ 

如果上帝會後悔那我們的信仰會很恐怖！因為當你領受恩典後，上

帝說：我搞錯了、我後悔了…。合和本聖經翻譯的不是很理想，這裡講

的後悔是指遺憾。上帝看猶大其實是遺撼！我們的神是不會後悔的，祂

不至說謊也不至後悔，上帝說到做到，這是上帝的原則。 

如果我們像猶大一樣走到絕境，要如何回到上帝祝福的路呢？聖經

中的彼得也曾經三次不認主，但是他後來卻可以成為初代教會的領袖。

這兩個人同樣是跌倒但是結果卻不一樣，關鍵就是：…彼得想起耶穌所

說的話：「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太 26:74-75) 

當你生命中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後，請你回到神的話語裡面！要想

起主耶穌所說的話、要想起聖經中的應許。約翰福音 5:25 節說： 我實

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

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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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很寶貴！當我們後悔時，我們的生命就好像死人的時候，

生命中沒有盼望、走到絕境中，但是當你聽到神的聲音、想起主耶穌所

說的話的時候，聽見的人就要活過來了。生命能夠活過來是因為你相信

神的話，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話，你就會像猶大一樣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

自己的問題。 

猶大從來沒有把上帝放在他生命中的計劃，但是彼得不是！彼得把

耶穌的話放在他的裡面，當雞叫時他想起了耶穌的話，那是很痛苦的！

那是指責、內疚，彼得裡頭有很大的糾結。約翰福音 21 章當耶穌復活

時與彼得再次相遇，彼得很羞愧不敢見主的面，耶穌進到彼得的生命中

挑戰他：彼得你愛我嗎？問了三次！每一次都在處理彼得的「我不認識

他」。 

神是醫治我們的神！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的遺憾？甚至有一些

的懊悔、內疚、指責在其中？神是處理我們問題的神，因為在神沒有難

成的事！但願耶穌復活的大能在我們的身上，勝過死亡和罪疚。 

 

【聽道筆記】 

題目：當溝不通時，怎麼辦？──用這 8 個關鍵模式，提升你的溝通

力 

經文：出 5:1-6:1 

 

 

 

 

 

 

 

 

 

 

 



 

 11 Action週刊 

 【教會花絮】得勝‧幸福‧健康盡在竹南聖教會 

 

 

 

 

 

 

 

                                                  

 

 

 

 

 

 

 

 

 

 

 

 

 

 

 

 

 

 

 

 

▲日文發語班(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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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成長》課程(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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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牧區(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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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哪小組(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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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小組(04/13) 

 

 

 

 
 

教會大小事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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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牧區(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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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小組(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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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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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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人 

82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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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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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