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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6 日 

主日講台信息 

「祢真偉大」  

／謝榮生牧師 

經文：詩篇第十九篇 1－6 節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

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通

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歡然奔路。他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的熱

氣。」 

為「東區福音中」心仰望神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年初二，在主裡也祝福大家身心靈都順利、平安、健康。

今天在週報最後一頁，有為東區福音中心的一些說明、介紹和禱告。2020 年 2

月 2 日，也就是下個主日，教會要在敦化南路一段 108 號地下二樓，我們租用

富邦國際會議中心的場地，要開始福音中心的崇拜。這也幫助我們瞭解到，過去

教會在植堂的這件事上，比較多選擇在住宅區或文教區。看到我們現在幾個信友

堂，大部分都在這樣的區域。感謝神，今年開始教會有這樣的一個異象，特別選

在台北市的東區。那裡相對是一個比較商業的，熙來攘往，人很多的地方。也盼

望上帝的恩典和眾人的配搭服事，我們在那裡可以有個美好的敬拜，帶領許多真

心來尋求上帝的慕道友，一起認識神。 

中國人有句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過去我們比較少思考要進到這樣

一個商業區裡面設立教會，這也是給教會的一個挑戰，我們求上帝保守我們未來

在東區的事奉。無論台北堂或任何一個信友堂，我們奉主的名，也可以繼續的為

主得人。 

為「武漢疫情」提醒並禱告 

這幾天武漢肺炎的事情，我們難免會受影響，我們也關顧這樣的新聞。我早

上看網路新聞，現在台灣確診罹患肺炎的人大概有三例，不知道還有沒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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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澎湖那邊有幾位疑似，確診了沒有還不曉得，也求上帝給我們智慧，不單是

各位自己要懂得保養顧惜，今天已經有很多弟兄姊妹戴口罩崇拜。我們在教會曾

經經歷過 SARS 那段時間，每個人都是戴口罩崇拜，甚至是戴口罩參加婚禮，

照相的時候都不知道誰是誰。如果你有發燒的狀況，就請你務必待在家裡，不要

到處亂跑。 

我們也關心在武漢和大陸地區很多地方，我想大家也都瞭解，湖北省近乎是

封省。前兩天有姊妹從大陸來，告訴我們中國大陸已經下令主日崇拜全面暫停，

這是避免大家過度的群聚，不知道有罹患肺炎的人在當中而造成傳染。我想這些

都是不得已地一些措施，好叫這病毒不要再繼續擴展。今天我們看死亡的人數，

好像沒有繼續再增加，確診的人數增加的速度也比較慢，如果只是從這數字上來

看，會不會病情已經初步受到一些控制，所以弟兄姊妹自己要注意你的健康。 

今天在週報裡也特別提醒弟兄姊妹，今天的彼此問安就是面帶微笑就好，盡

量減少肢體的接觸。其實我們教會的長輩，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很懂得保護自己，

請盡量減少跟別人握手。因為年輕人抵抗力比較強，即使有一些感染也不會發

病，但對年長者來說抵抗力是弱的，若彼此握手很容易就會造成影響。所以我們

今天也在主裡面彼此祝福、彼此禱告，求上帝也保守。 

2003 年教會經歷 SARS 的時候，各位進教會每個人要量體溫、戴口罩，然

後你坐在哪裡，每個地方都有座位表、號碼，都有張表單，你要填上你的名字、

電話，坐在第幾排第幾號，如果萬一有弟兄姊妹感染，我們可以聯絡他附近的人

趕快通知你要居家隔離。這是 2003 年我們教會的作法，我想這個流程應該我們

都熟悉，只不過現在疫情還沒有這麼嚴重，所以我我想我們會預備的，請弟兄姊

妹也為這個禱告，教會會有所預備的。求上帝恩待。我們今天在崇拜中一起來為

武漢肺炎的事情禱告： 

感謝親愛的上帝，雖然這個肺炎、瘟疫在傳播當中，求你憐憫保守。特別今

天為武漢地區的罹患者或醫護人員禱告，求神賜給他們在治療上的智慧與恩典，

這些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壓力非常大，像 2003 年我們和平醫院的這些醫護人

員一般，如果他們在人力上不足或設備上也有缺乏，求上帝賜下憐憫和幫助，讓

政府能機動的來調度所有的醫護人員和設備，能夠及時在這些傳染的地區賜下即

時、有效的幫助，治療也保護當地的鄉親朋友。 

此刻因流感而發燒的人也一定很多，求上帝也幫助醫護人員在做醫療分流或

確診武漢病毒的病患中有恩典、有智慧，能夠有效的控制疫情。雖然很多城市已

經封城，交通中斷，人心也可能有些浮動，求主也保守讓人的心能安定下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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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個城市的基督徒藉著禱告能為他們的城市守望。求上帝也賜給他們充足的生

活需要、民生物資，減少大家不必要的走動，在年節這段時間可以好好的休息。

即或有的地方的崇拜需要暫停，但基督徒都知道我們在哪裡都可以敬拜神、歌頌

神、讚美神，願地上屬神的兒女可以同心合意的禱告，來為這地的百姓獻上祝福

和祈禱，願疫情趕快被控制，穩定下來，也使所有感染者，包括台灣已經確診的

幾位，都能快快恢復健康。 

主啊，我們相信你藉著這次疫情在提醒我們，時候不多，教會在末後的日子

傳福音的時間也非常的有限，求神興起教會，興起你的兒女，在此時此刻我們可

以更多的來傳揚福音。雖然我們關心這疫情，但我們仍然帶著福音的使命，使人

因著耶穌基督而得著生命的救贖與恩典。願上帝在此艱難的時刻，讓我們仍然帶

著信心，帶著盼望，帶著從主而來的力量繼續的等候、禱告。感謝主，奉耶穌基

督的聖名祈禱，阿們。〞求上帝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身心靈的健康。 

貼聖經經文春聯 

今天是春節，不知道你家裡有沒有貼春聯，以前我們都熟悉的中國人的春

聯，上聯是「天增歲月人增壽」，下聯是「春滿乾坤福滿門」，做生意的人喜歡用

「生意興隆通四海」，和「財源茂盛達三江」。迦勒團契的一位長輩章伯伯寫的一

幅春聯，「萬古流芳真主道，天修寶劍聖經書」，他的書法寫得真的好。剛剛第一

堂完，章伯伯跟我說，他還可以簽個名，哪一天就變成有如于右任的墨寶。 

雅斤團契的陳弟兄也寫了一幅送給我，「榮耀歸於天上神，平安賜與地上

人」。我說，你再幫我寫個橫批吧，「萬福源頭」。我住的房子，房東在走廊上貼

了一幅，就是詩篇 19 篇的第一節，「諸天述說神榮耀，穹蒼傳揚祂手段。」我

自己給它一個橫批，「你真偉大」，就是今天的詩歌、信息。所以我們信主以後寫

的春聯都是從信仰的角度或聖經經文，貼在我們的門上。感謝神。 

神藉創造萬物顯明祂的榮耀 

詩篇 19 篇是大衛的禱告，大衛告訴我們上帝的榮耀，首先是透過神的創造。

在宇宙星宿當中，上帝要藉著這一切創造來顯明祂的榮耀。我們生活在這地球

上，也去過世界上許許多多地方，無論是高山、海洋、森林、河流、草原。不知

道你有沒有去過新疆的大草原，一邊是草原，一邊是高山，高山上積著白雪。站

在那草原上，真的不住的讚嘆造物主的偉大。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讚嘆？因為我們認識神。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在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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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可以讚嘆造物主的偉大，那是因為上帝憐憫我們，使我們藉這一切的受造而

像大衛一樣，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位造物主上帝的榮耀。你有沒有在極深的黑夜

裡，在台灣的高山或某些地方，當你昂首望天的時候，那滿天星斗使你心裡、口

裡會發出一陣驚嘆。我們在台北市因為光害的關係，或住在城市裡，看不到那麼

多星斗。雖然叫不出那些星星的名稱，但上帝把這些星宿安置在穹蒼當中，就是

在不斷的向你我彰顯祂的榮耀，我們就會被神的這些創造感動，對不對？而你想

過嗎？為什麼你我會被感動？因為上帝的創造太偉大、太美、太榮耀了，那些安

置在穹蒼的星宿是上帝創造的傑作。 

今天你去任何一個美術館、藝術中心，看到一幅非常美的畫或藝術作品，你

會駐足流連忘返，你會對那些藝術作品非常的欣賞。只是我們都知道我們欣賞的

是什麼，透過這件藝術作品，我們在欣賞那位創造者。當我們觀看宇宙穹蒼時發

出讚嘆，我們不單是讚嘆上帝在穹蒼當中安設的這些星宿，我們乃是讚嘆這位獨

有智慧的造物主。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能夠從心裡發出受造物對造物主的讚嘆，

那是上帝對你我非常大非常大的憐憫和恩典。 

大衛說，「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在浩瀚的穹蒼宇宙當中，神的這些

傑作，精美的創造，不斷的在見證上帝的全能，可是我們完全聽不到它們的聲音。

上帝藉著這些受造物，不是用話語在向我們述說祂的榮耀，乃是透過這些星宿在

無聲無息當中向我們見證上帝的榮耀。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是，一切的受造物，包括

你我，都是上帝用祂的話創造的，上帝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一切受造都是出於

神的話。感謝上帝。 

我們也知道在這地球、宇宙當中，祂的量帶、聲音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們

知道這個地球有非常巨大的聲音，只是平常我們聽不到。這個宇宙有非常大的聲

音，可是我們平常聽不到。上帝藉著祂的受造物，不是藉著星星跟我們說話，不

是，而是祂把星宿安置在天上，無聲無息的向我們見證上帝的榮耀。宇宙的量帶

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上帝卻讓它們無聲無息的向我們見證神的偉大，神的榮

耀。這一些受造物也不斷的藉著無聲無息、沒有語言，來向我們傳達造物主的存

在和祂獨有的智慧。無論我們在這地球的哪個角落，都可以藉著看到上帝的受造

物而知道有一位神，知道祂的存在，知道祂的智慧，也知道祂的榮耀。所以我們

可以藉著一切的受造物來向世人宣告上帝的偉大，上帝的權能。 

這個世界不是像有些科學家所說的，「這世界是隨機而成的，人是隨機而成

的，是分子跟分子間隨意的碰撞產生的氨基酸、蛋白質、生命」，很多科學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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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理解的。可是弟兄姊妹，我們藉著聖經的啟示，藉著上帝的創造，我們要

向世人宣告：「不，沒有一個受造物是沒有意義的存在，沒有一個受造物是因著

偶然而出現，每一受造物，即使是簡單到單細胞的生物，都是上帝智慧的創造。

每一個受造物的存在都充滿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權能，上帝的榮耀。」弟兄姊

妹，神一切的創造都美好，因為神藉著這些向我們顯明祂的榮耀、祂的智慧。 

人心被罪惡蒙蔽而不認神 

可是，人心被罪惡，被撒旦、被魔鬼所玷污了，人的心被蒙蔽了，人的心被

扭曲了。當我們在屬靈當中墮落的時候，即使我們用肉眼看到上帝所創造的大自

然，我們絕對不會把榮耀歸給上帝，不會。神藉祂所造之物的目的是向我們顯明

祂的榮耀，可是當我們被罪惡玷污、轄制、扭曲的時候，我們卻不把榮耀歸給神。

我們都非常熟悉羅馬書第 1 章的經文，「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

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人為什麼不能透過這些受造物而認識神，把榮耀歸給神呢？羅馬書第 1 章

21 到 25 節，這段比較長的經文我把它綜合濃縮的來理解，「人知道有神，卻不

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這是人的屬靈光景。為什麼人有這樣屬靈的光景？

因為人被罪惡轄制了，所以雖然知道有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這

種屬靈光景會帶出一種生活的態度、樣式。 

保羅也告訴我們，這樣的生活態度、樣式是什麼？他說，「人的思念變為虛

妄，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弟兄姊妹，這是

我們還不認識上帝的時候的一種生活態度，因為我們在屬靈上不認識上帝、墮落

了，所以我們在生活、道德、各樣事上都沉淪了，我們對上帝這極美的創造沒有

把榮耀歸給神，反而把這些受造之物當作偶像來敬拜。 

是不是，弟兄姊妹，聖經說得非常透徹、非常真實，把我們屬靈的光景完全

表達出來了，清清楚楚，毫無隱藏，過去我們的屬靈光景就是這樣。當我們在屬

靈上墮落，在生活、道德各方面就一樣的沉淪。聖經說，神任憑人將神的真實變

成虛謊，我們認為神是說謊的，我們認為神創造這個世界是說謊的，卻不知我們

才是說謊的，因為我們在屬靈上墮落了，我們在生活、道德、言語、思念上面都

墮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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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神的靈開啟人心 

那怎麼樣能夠重新開啟我們的心？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我們過去的屬靈光

景是那樣，什麼東西幫助我們重新開始認識上帝的屬靈的心？大衛繼續告訴我

們，19 篇 7 到 14 節，上帝向我們述說了祂的慈愛和救恩。 

聖經在舊約裡常常把上帝的話稱為律法，無論我們用「律法」或「神的話」，

上帝的話、律法，跟上帝的創造，同樣是上帝用來啟示祂自己的工具；上帝的創

造跟祂的話都是祂用來啟示祂自己的工具。如果我們不能藉著上帝的創造來認識

神，我們必須用上帝的話來幫助我們認識這位造物主。 

在詩篇 19 篇裡，用了六個名詞來形容上帝的話，「律法、法度、訓詞、命

令、道理、典章」，用不同的詮釋方法來告訴我們上帝的話。屬靈裡墮落或我們

心眼瞎、眼盲目的人，我們只能被上帝的話來開啟；心靈、屬靈上墮落的人只能

夠透過上帝的話、神的靈來開啟。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向慕道友不斷的去傳講福音是重要的，但除了傳講福

音以外，帖撒羅尼迦前書第 1 章告訴我們，除了用口傳福音以外，還要靠著神的

權能，還要靠著聖靈的工作，還要靠著我們這些因信稱義、得救的人的生命見證，

向那還不認識上帝的人見證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只有神的話能夠改變

人，只有神的話能夠開啟人心，只有神的話能夠把我們那墮落的屬靈光景扭轉回

來。 

大衛告訴我們，神的話可以使人心甦醒，神的話可以使人的眼睛明亮。過去

我們心眼被撒旦蒙蔽，不認識上帝，如今我們全然被打開，透過十字架，透過聖

經，我們認識了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唯獨祂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身流血、成就

救恩，我們才能恢復我們原先受造的樣式。 

大衛在這裡說，人的心可以甦醒，人心也就是指著我們這個人、這個靈魂、

這個自我，上帝創造你我的這個人，在神的話語當中我們被扭轉過來，人真實受

造的那個身分被重新詮釋、改變過來。大衛還告訴我們，神的話能夠使愚人有智

慧，使人心能夠快活。大衛還提醒，神的話是全然公義，存到永遠。 

弟兄姊妹，你信上帝的話嗎？讓上帝的話就成就在我們身上，讓上帝的話不

斷的光照你、光照我。要讓神的話成就在你我身上，帶出生命改變的大能，我們

必須接受大衛在這裡提醒的，聖經的話語是全備的，是正直的，聖經的話語是真

實的、無誤的，聖經的話語是清潔的，是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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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無誤，光照人心 

聖經裡還不斷的有個討論，就是我們信的這本聖經，這本上帝的話，到底是

不是無誤。這一百年來，有很多人在討論這本聖經到底是不是無誤，很多人拐彎

抹角的說，「我相信這本聖經的權威，但不相信這本聖經的無誤」。弟兄姊妹，你

相信這本聖經無誤嗎？感謝主。弟兄姊妹，我們相信這本聖經是無誤的，不要被

很多人有心的想要去扭曲這本聖經的價值所影響。當有些人說，「我相信這本聖

經的權威」的時候，你就要問他，「你相信它無誤嗎」？他可能就不回答你了。

你要相信這本聖經的無誤，這本聖經的話語才能真實的在你身上帶出身心改變的

力量。 

我們每天讀聖經，求上帝、求聖靈讓聖經的話來查驗我們，一般我們的心是

悖逆的、扭曲的，雖然知道我們的心在耶穌基督救贖恩典中被恢復過來，但大衛

更提醒，我們仍然是偶爾被過犯所勝，所以大衛說，求上帝的話不斷、不斷的來

光照。這是大衛的禱告，我想也是你我的禱告。大衛的禱告說，「懇求神光照我

們的錯失，赦免我們隱而未現的罪，攔阻我們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要讓罪轄制

我們，因為我們單單認識這位救贖的主，我們單單認識這創造宇宙萬有的獨一真

神」。 

大衛知道從神的創造、神的話，他可以認識上帝，可以知道這位上帝全然聖

潔，大衛也盼望活出這樣的生命價值的態度，但大衛也知道他自己非常有限、非

常軟弱，他求上帝憐憫他、幫助他，不斷的用神的話來光照他。弟兄姊妹，我們

也需要每天在上帝的話語當中被光照。 

離棄偶像，歸向真神 

前兩個禮拜我跟幾位弟兄姊妹去中壢，去探望一位罹癌的姊妹。那天她告訴

我們她要認罪悔改信主，她說她全身非常的不舒服，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家裡

面有個供桌，有念珠、在燒香，她說不知道為什麼，她以前都燒香，拜了五十年。

可是我們去看她，要為她施洗那天，她說她那一天聞到香的味道都想吐。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感覺？當她全身不舒服，我們為她禱告、祝福時，她跟我說，「牧師，

你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我非常不舒服，你不要再為我禱告了」。弟兄姊妹，

有一個人要信主，一個在地上拜了五十年偶像的人，她那天要受洗、信主歸入基

督的名下，當我們在為她禱告時她全身不舒服，說「不要再為我禱告，我受不了

了」，我們的禱告變成趕鬼。有邪惡的勢力、黑暗的權勢在這位姊妹身上，我們

為她禱告。那一天她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她要認罪悔改，離棄偶像。後來我跟幾

位弟兄姊妹就在那裡唱詩歌，為她施洗，我那天也帶了油，在她家裡為她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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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上帝賜下信心也堅固她的信心，因為神已經把她的心意奪回。 

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或許都不會再拜有形的偶像，但求主幫助我們，你我的

心裡到底還有沒有山寨版的上帝？你不會再去拜那木頭、石頭的偶像，但會不會

不自覺的你我的心中還是有其他東西取代上帝，或凌駕於上帝之上？是什麼東

西，我們自己清楚曉得。耶穌基督不只要把我們從偶像的敬拜當中帶出來，耶穌

還要把我們從山寨版的上帝當中帶出來，讓我們全然歸屬這位獨一的真神。弟兄

姊妹，沒有任何事情在你我生命當中的重要性超過上帝，否則你我的心中就有山

寨版的上帝，因為或許有人事物在我們心中的重要性超過上帝，那些都是我們山

寨版的上帝。上帝今天扭轉、恢復我們，使我們藉著祂的話認識祂這位榮耀的上

帝，以致我們今天看到這一切受造之物能夠發出對上帝的讚嘆，而不單只是說「這

宇宙穹蒼實在太美了」。 

從詩篇 19 篇，我想大衛也在引導我們能夠看到這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你要認識祂，因為沒有人見過神，只有父懷裡的獨生子向我們顯明神的榮耀，只

有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向我們顯明神的榮耀。很多人說讀詩篇講不出福音來，很

困難，但弟兄姊妹，我們讀詩篇一定要讀到福音，你要讀到十字架，要讀到十字

架上的耶穌基督，因為愛你、愛我，耶穌基督全然成就了救贖的恩典。 

改換心志，穿上新人 

上帝把祂的靈賜給我們，好使我們的心志能夠改換一新，穿上新人。保羅非

常喜歡用「穿上新人」這樣的形容來表達我們在基督裡蒙恩得救的一種屬靈光景

的改變，這新人乃是在知識上漸漸更新的，正如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弟兄姊妹，這讀起來真的是太安慰你我了，我們在神的話與上面不斷的被更

新，然後我們有一個榮美的樣式可以去仰望，我們生命越發活出來的是一個像耶

穌、像神的樣式，像神原本起初造我們所應該有的樣式，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

極美的心意。而這個照神的形像造的，乃是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弟兄姊妹，我在預備這段聖經時，覺得這真是我們在新年裡一段最好的祝

福，我們乃是要穿上新人，我們的心志要改換一新，這個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2020 年正是我們生命學習邁進

的目標，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生命的座右銘。座右銘的意思就是擺在那邊成為一

個期許。弟兄姊妹，上帝給我們的話是真實、有能力的，這話是可以實踐在你我

的生命當中，願上帝不單透過祂的創造向我們顯明祂的榮耀，更藉著祂的話，我

們每天讀神的話，讓這些話幫助、光照我們，使我們認識不單神的榮耀，神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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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的憐恤，神的恩典，神的同在。2020 年願上帝賜福祂的教會，讓祂的教

會在這個地上顯明祂自己當得的榮耀。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父，過去我們實在落在罪中，不認識真神，甚或我們錯把你所

造的大自然當作偶像來敬拜，如今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因著神的全能，因著聖

靈和因著神話語的工作，我們的心甦醒，我們的眼目明亮，我們離開了偶像的敬

拜，歸向了真神，今天我們可以在這裡一同來敬拜獨一的上帝，我們感謝你。為

著 2020年中國新年的開始，我們也獻上禱告，讓我們不斷的穿上新人，恢復你

造我們的形像，好叫我們常常、時時活出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我們感謝你垂聽我

們的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