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E-mail、
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請禮拜天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2/10)是「原住民宣教事工奉獻主日」，由李宇平傳道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理一、二堂禮拜。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謝理明長老）
本日(2/10)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本日(2/10)舉行例會、慶生會，主理：卓榮造委員。2 月壽星：林靜萍姐、
蔡串煉兄、王秀琴姐、潘陳清珠姐、吳睦麗姐。
2. 松年團契歡迎大家加入事奉。
3. 請松年團契兄姐、開始繳交 2019 年會會費，每位 500 元至 2019 年 2 月底截止，
費用請繳交會計鄭純珠執事，感謝大家配合。
三、頌聲合唱團（團長：程玉珍執事）
2 月 17 日(日)禮拜後 10:20 請留步練歌。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2 月 17 日(日) 10:40 舉行月例會，地點：1F 松年會館，司會：王美莉長老，
主理：王仁博長老，主題：
「ON&ON」
。
五、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六、120 週年紀念冊小組
請各團契提供 2018 年活動照片及團契介紹，作為 120 週年紀念冊使用。如果有
需要協助拍攝團體照，請洽蔡宗良執事。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由湛聲樂集主辦「聖詠抒情」音樂會，時間：2 月 16 日(六)15:00，地點：柳原
教會。演出者：女高音/林欣瑩，男中音/林宏宇，鋼琴/易繼心、楊湘玲，單簧
管/楊嘉明。曲目包括許多藝術、宗教歌曲，請兄姐踴躍參加。
2. 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班開始招生，甄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8 日止，
考試日期：4 月 26 日。考試入學–報名自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考試日期：
7 月 9~10 日。詳洽南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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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今年教會推動的事工代禱。
2. 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柳原法人及後壠子法人）能在總委會及公部門通過合
併案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莊水發兄、
蔡串煉兄、林義耕兄、曾財成兄、陳增隆兄、許榮祥執事。
＊本週金句＊
(台語) Hô-hòng Siōng-tè kéng ê peh-sìⁿ mî-jı̍ t âu-kiò I, I iā ūi-tio̍h in khoan-iông, kiám
bô beh thòe in sin-oan mah？（Lō-ka18:7）
(台語) 何況上帝揀的百姓暝日喉叫伊，伊也為著寬容，豈無欲替伸冤嗎？
(路加 18:7)
(華語) 上帝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路加 18:7)
＊下週金句＊
詩篇 1:1~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愛的信念」一書。本次(2/16)早禱會由王文良長老分享，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休息，2/21 恢復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

1 樓松年會館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2/10(日)
代下
34-35 章

2/11(一)
代下
36 章

2/12(二)

2/13(三)

2/14(四)

2/15(五)

2/16(六)

腓1章

腓2章

腓3章

腓4章

拉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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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2/17

陳正雄

讓我們一起
來讀聖經

提後三:15~17

29

198
592
389

尼西亞
信經

2/17

耿明德

「內聖」與
「外王」

林前四:1~13

-

-

同上

2/20

陳正雄

道德的智商

太五:17~20

54

199、594、387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上週講道＊
【風生水起好福氣】

約三:1~9

耿明德牧師 2019/2/3

台灣人非常喜愛福氣，人人都喜歡得到福氣，福氣對台灣人來說，真的是非常的
重要，若是失去了福氣，生活就會失去重大的意義。因此，
「得到福氣」實在是每一個
人心中的渴望。像是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會貼春聯，貼春聯雖然是習俗，但是藉
由貼春聯而招來福氣卻是更重要的重點，因為春聯的內容大概都和福氣脫不了關係，
例如：
「福壽康寧年年在、金銀財寶歲歲來。橫批就是：人旺財旺日日旺」
。又好比：
「門
迎春夏秋冬福，戶納東西南北財。橫批是：五福臨門獻瑞祥」
。除了貼春聯之外，大家
還會再貼一張『福』字。而且這個『福』字，都是倒過來貼，主要是代表「福氣快快
來我家」的意思。這也表示期待在新的一年裡，福氣會時時臨到這個家庭。
又像是父母為了要讓自己的孩子「吉祥如意、福氣滿堂，平安健康、吃百二」
，就
會想盡辦法，東算西求，努力為自己的孩子取一個非常有福氣的『好名字』
。簡太太很
想生一個兒子，但是天不從人願，連續生了六個女兒。雖然失望，卻依然努力打拚，
東求西拜，遍尋偏方，好不容易第七胎終於生一個兒子。簡太太想，這個兒子一定要
取一個非常有福氣的名字。經人介紹，她找到一位很有名的姓名學師傅。見面的時候，
簡太太就向這位師傅說明了她的來意，接著又說：依照家譜的排行，她的兒子是排在
「道字輩」
，拜託師傅一定要為她兒子取一個非常有福氣的名字，臨走前，簡太太包了
一個大大的紅包給師傅。
師傅收了紅包之後，就很認真的從「五行、八卦、紫微斗數、天格、人格、地格、
總格」等等去算，算了很久，總算找到了一個字，非常適合這個孩子，那個字就是「乾
坤的『乾』」。師傅高高興興的跑去告訴簡太太，已經幫她的兒子找到了一個，全世界
最有福氣的名字。這個非常有福氣的名字就叫作：「簡道乾」。對阿，全世界最有福氣
的名字「簡道乾（撿到錢）」。由此可知，世人都非常期待福氣的到來，期待「福氣」
常常能存在自己的家裡、在自己的身上，子子孫孫都能享受到這福氣。因此人人都會
用許多不同的方法努力去求取福氣。就像我們今天的題目：
「風生水起好福氣」也是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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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將「風生水起」當成是算命、看風水的用詞，用來討論『風與水』的互
動，以及『時與運』的關連。若講到風水就表示：「有風又有水」，或者是「充滿風與
水的地方」。用科學的角度來說就是：「空氣新鮮流通、濕度、水氣恰到好處、水質乾
淨、陽光充足…等等，種種適合生命生存繁衍，以及可以生存得更好的空間」
。所以，
在風水好的地方，通常宇宙萬有的生命力「都會蓬勃發展」
。
「風生、水起」
，好運就到，
福氣就來。但是，「風生水起」這個詞真的是這樣使用的嗎？
其實，「風生水起」真正的意思與風水實在沒有什麼關係。「風生水起」其實是一
道廣東菜的名字。很久以前，在中國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漁村裡，住著兩位相依為命的
兄弟，有一天，他們划船出海去捕魚，好不容易才捕到兩尾魚，兩人非常高興，就把
魚帶到鎮上去賣。可是兩尾魚卻都無人問津，時間拖得越久，魚就越不新鮮，沒辦法，
兩兄弟只好將魚帶回家裡，當作自己的晚餐。當他們正要生火煮魚的時候，才發現兩
人實在太窮，家裡連一根用來燒火的柴都沒有。無奈，只好活生生的將那兩尾魚吃了。
說來奇怪，自從兩人生吃那兩尾魚之後，兄弟倆人每天都能補到很多的魚，日子久了，
家境越來越富裕，日子也一天比一天更好過。兩人生活雖然越來越富裕，卻是不敢忘
記當年家境貧寒時生活的日子，所以，每年到過年的時候，就會有一樣菜是生魚。後
來為了增添美味和去除魚腥味，就加入了蔬菜以及醬料一起食用」
。從此，民間就開始
有人流傳，「「吃魚生」會帶來好運，因此，這道菜得以流傳，名為「風生水起（撈魚
生）」。
所以從前的人說到「風生水起」的意思就是：做事情要努力，事情若是做得好，
時間一到，自然水到渠成，迅速發展、壯大。而且，做人千萬不要忘本，成功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過去艱苦的日子。同時，
「風生水起好福氣」也是在提醒世人，要如何努
力，才能得到心裡所想要得到的福氣。我們千萬不要認為努力去算自己的『名』
，就會
得到福氣，也不要認為找人「『看風算水』、『排方找位』」福氣就會源源不絕。親愛的
弟兄姐妹，我們真的要明白「福氣的源頭是從哪裡來」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 1 章 3-5
節中告訴我們：
「我們的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上
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
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
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對啊，這才是我們應該要清楚明白的真理，上帝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已經為我
們死、也為我們復活，我們的上帝要藉著主耶穌基督，賞賜我們各樣屬天的福氣，這
福氣是從上帝那裡來的。如此的恩典及福氣，是已經排列在我們的面前，要賞賜給那
願意相信主耶穌基督，且願意承認祂是救主的人。各位，願意相信且承認祂是救主的
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主耶穌說：
「重生得救的人就能進上帝的國」
。
耶穌所說的話，就是今天我們所讀的聖經節：約翰福音 3 章 5 節：
『人就要藉著水
和聖靈來重生』。這也是祂用來回答那位猶太人的官所問的問題。這個人就是尼哥底
母，是一位法利賽人。尼哥底母在夜裡來找耶穌，問他說：
「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
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
。可是耶穌卻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尼哥底母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不是從
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翰
3：1-6）」。
對於耶穌的回答，尼哥底母感到非常的困惑，因為在於尼哥底母的想法，
「人已經
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去母腹重新生出來嗎」？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是不
可思議的事情。各位，尼哥底母的問題和耶穌的回答對你來說，具有何種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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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從「風生水起」來認識這個問題，進而得到從上帝而來那滿滿的福氣呢？
從福音書的記載來看，尼哥底母可說是非常特別的人，因為他對主耶穌有好感，
而且還讓耶穌知道，他相信耶穌的所作所為，相信耶穌所行的神蹟都是出於上帝，也
就是說，他相信上帝是和耶穌同在的。其實，大家都知道，要一個人相信耶穌基督是
救主，實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對於尼哥底母來說，更是難上加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照聖經所記載，第一、尼哥底母是法利賽人，所以他是律法的教師，是猶太人的
老師，教導他們讀律法書。第二、他也是猶太人的官，這表示他是猶太議會的成員之
一，是猶太團體中很重要的一個人，因此他的地位尊榮，有權有勢。
各位，照猶太傳統來看，他們根本不相信耶穌就是上帝所應許，那位要來的彌賽
亞。猶太人是敵對耶穌的一群人，尤其是法利賽人，更是想盡辦法要致耶穌於死地。
因此，以尼哥底母的身分來說，這位猶太人的官，猶太議會的成員之一，猶太團體中
非常重要的一分子，豈不是更要以殺死耶穌為他最大的目標嗎？怎麼可能會相信耶穌
的所作所為，相信耶穌所行的神蹟都是出於上帝，也就是說，怎麼可能會相信上帝是
和耶穌同在的呢。不過，如此身分、地位的人，卻是甘心冒著被別人看見的危險，在
夜裡偷偷跑來見耶穌。聖經告訴我們，尼哥底母非常謙卑的來見耶穌，並且稱呼耶穌
為「拉比」
。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師，這表示尼哥底母承認耶穌所教導的一切，並沒有違
背上帝的律法。同時也承認耶穌是從上帝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上帝與祂同在，所以
就能行各樣的神蹟。這表示他對耶穌的尊敬，並且認同祂的身分，這也是尼哥底母為
什麼會冒著生命的危險，在夜裡來拜訪耶穌的主要因素。也因為尼哥底母與耶穌的對
話，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雖然一位敵對的領袖在夜裡來找耶穌，且承認祂的身分、地位與所作所為，但是
耶穌並沒有問尼哥底母來的理由是什麼，卻是直接告訴尼哥底母：
『我實在告訴你，人
若沒有重生，就難以看見上帝的國』。耶穌在此提醒他一個很重要的真理：「人若沒有
重生，就難以看見上帝的國」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耶穌並沒有正面回應尼哥底母所
說的一切，祂所說的卻是「雞同鴨講，風馬牛不相干」
。其實，耶穌知道尼哥底母真正
的問題是甚麼，因此沒有和他講太多的廢話，直接就點出他真正的問題所在：你需要
的不是「神蹟」
，你需要的是「重生得救」
。這真是「一針見血」
，點出了尼哥底母內心
的不安、空虛與疑問。雖然尼哥底母的心中對於耶穌所說的『重生得救』
，實在是有非
常大的疑問和衝突，但是耶穌卻是非常明白的告訴尼哥底母：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
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各位，耶穌所說的與尼哥底母的觀念真是天差地遠，為什麼？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尼哥底母的疑問是：
『人已經老啦，要如何重生呢？難道可以再進去媽媽的肚子裡再生
一次嗎』？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其實，弟兄姐妹，在尼哥底母內心的深處，實在無
法承認與接受耶穌的說法，因為他是法利賽人，又是猶太人的官，他擁有非常傳統的
觀念，就是：『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我們擁有「上帝和我們的祖先所立的約」，我們
是被選上的選民，上帝的救恩是在我們的身上』
。各位，這才是尼哥底母心中真正的疑
問阿，『上帝的選民為什麼還需要「重生」』呢？就好像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他一
生下來就是「富二代」
，這是不變的事實。一個人出生在那裏，就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
帶著如此的信念，尼哥底母當然難以明白耶穌的意思，而且感覺非常的驚訝與惶恐。
耶穌難道不知道尼哥底母的情形嗎？祂當然知道阿。但是，耶穌說這句話是要尼
哥底母明白，
『重生』並不是重新進去媽媽的肚子裡，再生產一次，這樣的生產就算是
幾十次、幾百次，都是無利可圖，因為「從肉體生的是肉體；從靈生的就是靈」
。因為
這位有學問的法利賽人無法明白，所以耶穌在此說明：
『重生』不是從肉體生的，乃是
從『水和聖靈』生的。為什麼要說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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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水生」是指『在眾人的面前悔改認罪，接受洗禮』
，這表明了一個人的罪被赦
免了。因此，耶穌在這裡所說的：
「從水生」的意思，就是一個人認罪悔改、接受洗禮，
罪得到赦免，成為一個清潔的人。
而『從靈生的』，就是「聖靈住在人的裡面，與他同在，他就屬於基督了」。就像
保羅在羅馬書 8 章 9 節所說：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
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靈」是上帝施行拯救的工具。同時，祂也與上帝本身的性質相同。
「靈」原來的
意思是：
「風」
。風是上帝的使者（詩 104：4）
，也被認為是上帝的氣息（詩 18：15）。
在創世記 1 章記載了上帝的創造，上帝的話如此說：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
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又在出埃及的事件當中，上帝使用風來拯救祂的百姓，為以色列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出埃及記 14：21 如此記載：「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
各位，聖靈就是上帝的靈，聖靈住在人的裡面，成為記號，表明他是屬於上帝的，
也是屬於上帝的國度。因此整體來說：「從水和聖靈生的意思」，就是一個人『在眾人
的面前認罪悔改，接受洗禮』
，他的罪就被上帝赦免，而且上帝的靈住在這人的裡面，
成為一個記號，表明他是屬於上帝的，這個過程就是耶穌所說的『重生』
。耶穌在此提
醒尼哥底母，同時也是在提醒我們，上帝國度的掌權者是上帝，不是人，人活在上帝
的國度裡，是受到祂的看顧、保守，保護和供應，人在上帝的保守、看顧之下，生命
才能享受平安與喜樂，生活才能安穩又自在。各位，這就是尼哥底母所需要的，是他
渴望所要得到的。相信這也是在座的每一位，我們所想要得到的。
弟兄姐妹，主耶穌的回答，點出了尼哥底母內心的空虛，因為長久以來，雖然有
『亞伯拉罕的子孫』這個「頭銜」
，再加上自己不斷的學習與敬虔的鍛鍊，卻是依然無
法使尼哥底母的內心，得到平安滿足的喜樂。因為他是靠著自己來活，靠著自己來學
習，到最後，他發現自己所鍛練的，根本無法達到上帝國的標準，因此他的內心沒有
平安與盼望。這一天，當他遇到了耶穌之後，就想要來求問這位有上帝同在的主？要
如何才能有平安、滿足的喜樂，並且確實有活在上帝國的盼望。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提醒那些還未信主得救的人，要快快悔改相信耶穌，跟我沒
有甚麼關係。但是，在此提醒各位，大家一定要好好思考與反省，自己真的已經重生
得救了嗎？我們每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不斷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成就、世上一切的
財富、權勢與地位，請問各位，你的內心真的有平安、滿足的喜樂嗎？你真有活在上
帝國的盼望嗎？簡單來說，你真的已經重生得救了嗎？算命的說：「命是天註定」，表
示人的命已經在出生之時，就被「年月日時」所註定。然而，耶穌卻告訴我們：
『上帝
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沒錯，若我們真的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真的得到聖靈所賜那新的生命，真的受
到上帝恩典的保護，也就是說，我們真的重生得救了，真的依靠上帝來過每一天的日
子，真的時時用見證來榮耀祂的名。親愛的弟兄姐妹，這就是極大無比的福氣，是用
盡千金、萬金都買不到的大福氣。
「風生水起好福氣」是在提醒我們，這個福氣早就在我們的身邊，只要我們真正
相信，願意放下依靠自己以及世上的一切，完全依靠上帝而活，完全為了榮耀上帝而
活，就能得到，我們能坦然生活在上帝的國度，受到祂的看顧、保守、保護和供應，
當人活在上帝的保守之下，生命就能享受平安與喜樂，生活就能安穩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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