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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禱告會
週四 19:3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Before 30 兒童主日學
週日 09:30-11:30 真道教會B1

客語團契
每月第四週 週日 12:00-15:00  真道教會R樓R03教室

2019年3月31日

雙語（國、台語）敬拜
週六 09:30-12: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Before 30國高中青年敬拜
週六 14:00-16: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Before 30 大專社青敬拜
週六 19:00-21: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主日上午堂敬拜
週日 09:30-11:30 國軍文藝中心

主日下午堂敬拜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小組聚會
請洽各牧區同工

原住民團契
每月第三週 週日 12:30-15:00  真道教會R樓會議室

生命故事 / 

教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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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聚會

路加福音 18:35-43、19:1-10 裡，在耶利哥發
生了兩件事情：『瞎眼的乞丐』和『稅吏長撒該』，
這兩個事情說明了：

一、兩種態度
「38 他就呼叫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

我吧！ 39 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不許他作聲；
他卻越發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神
學家 William Barclay 說：「呼叫跟喊叫在希臘文
是不同的字，v38 的呼叫「buao」，指大聲的要引
起耶穌的注意，v.39 的喊叫「krazo」卻不同，指
不可抑制的情緒本能的呼喚，是刺耳的尖叫，又
像野獸的咆嘯。」瞎眼乞丐對耶穌有著擋不住的
迫切，撒該只想看看熱鬧。而我們來到神面前，
都應有這種不可阻擋的迫切，而不是來看熱鬧而
已。是什麼決定這兩種不同的態度？瞎眼乞丐認
出耶穌是即將來的彌賽亞，他知道耶穌的價值 ( 耶
23:5-6)。我們對耶穌有沒有迫切感是在於，若只
是要看耶穌是怎麼樣的人，我們就像撒該一樣。
如果我們知道耶穌就是大衛的子孫，祂就是那盼
望和醫治，我們就會呼喊、就會迫切。在生活中、
和所邀請的 best 中，必會充滿這兩種人，有人迫
切，有人只是來看熱鬧，但不論他們態度如何，
神都可以得著他們，就如耶穌得著撒該一樣，我
們要做，就是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音，神
會在他們生命中來動工。

二、兩種神蹟
乞丐的神蹟是瞎眼得看見，撒該的神蹟是生

命得改變，宣告在第四期幸福小組中，會發生這
兩種神蹟。瞎眼的乞丐為什麼能看見，是因為他

有得醫治的夢想與渴望。請思考：你的夢想和渴
望是什麼？你的夢想和渴望明確嗎？重要嗎？你
對夢想和渴望全心投入、不放棄嗎？如果答案是
明確和肯定的，你也會看見神蹟發生。撒該有三
個很大的改變①他是個被人排斥的人，後來卻歡
歡喜喜 ( 路 19:6)，②他本來是要看耶穌是怎樣的
人，後來他卻降服下來，並稱祂為主啊！要能主
導很多人的人降服下來；擁有很多的人倒空自己；
被人服事的人去服事別人，都是多麼的不容易，
但撒該同時經歷這三件事，是神的作為！③他本
來是訛詐別人的，但他卻做出賠償 ( 路 19:8)。
撒該這三個改變是人經歷到神之後會帶來的改
變，所以人經歷到神之後，就會像撒該一樣，但
改變也是需要我們刻意去操練，幸福小組就是在
幫助我們操練降服、倒空、服事的生命。當我們
經歷到神恩典的時候，要做出回應，就是跟隨耶
穌、向眾人作見證 ( 路 18:43)、祝福其他人 ( 路
19:8)。

三、兩種族群、兩種反應
①一無所有的人②樣樣都有的人。在耶穌眼

中這兩種人都有價值，我們的心不應區隔這些人
需要神的愛，那些人不需要神的愛。

我們對這兩種族群得救應有的反應：①眾人
看見、也讚美神。②眾人看見、私下議論。耶穌
不區分誰一無所有，或樣樣都有，因他們都是心
裡面極其貧窮的人，需要耶穌救恩的人。不論是
捐錢給鄉下教會及學校的人、或是負責清潔公共
區域的人都一樣寶貴，要像耶穌只有一心。路加
福音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  兩種態度，兩種神蹟 _ 廖文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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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沒有遠離〉音樂佈道會
角聲使團來自於美國洛杉磯，神用異象集結他們，使用他們創作的歌曲
向未信者傳天國的福音，觸摸他們的心，亦讓信徒恢復對神起初的愛。
一起來看角聲將異象唱出來，一起來聽角聲將神愛變為旋律。
第一場：4/13( 六 )，晚上 7:00-9:00，真道教會 5樓會堂
第二場：4/14( 日 )，早上 9:30-11:30，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第三場：4/14( 日 )，下午 1:30-3:30，真道教會 5樓會堂

領袖月會
時間：4/13( 六 ) 上午 10:00-12:00〈9:30 會前禱告〉
地點：真道教會五樓會堂
邀請小組領袖、幸福小組 Leader 同工、事工領袖 .. 等踴躍出席

教會閉館
>> 4/4( 四 )~4/5( 五 ) 適逢清明連續假期，教會閉館二天

>> 4/6( 六 ) 起 ~ 聚會時間恢復正常

※ 4/4( 四 ) 晚上禱告會正常舉行；教會晚上 6:00 開放入場

「哈！別上當 -嘲笑謊言兒少版」
史蒂夫．貝克藍 Steve Backlund 著／汪麗娟譯

這是一本針對兒童與青少年出版的，它也是適合任何成人觀看，因為我們
都需要牧養下一代，我們需要協助下一代清理他們內在的謊言，恢復神起
初所創造的樣式 - 強壯、活力、充滿夢想及盼望，教導孩子如何做，才能
戰勝謊言將謊言踐踏腳下，不只適合兒少閱讀，親子共讀，也適合小組、
讀書會、家庭祭壇分享。

《如何帶領小組禱告會課程》
為了提升小組禱告動能，邀請細胞小組及幸福小組領袖參加《2019 如何帶
領小組禱告》訓練課程。
時    間 : 4/13 ( 六 ) 下午 2:00-4:30
地    點 : 真道教會 11 樓會堂
報名截止 : 4/10                    請掃 QR code 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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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銷：我們尊重基金，保險，理財，直銷等職場從業人員，他們可以在初入教會及小組時，

簡單介紹自己的職業，但不宜主動向組員推銷，若弟兄姊妹有需要，再自願性地

向他們詢問或購買。

借貸投資：我們不鼓勵弟兄姊妹之間有任何借貸、投資的行為，若私下有借貸關係，請自行

負責。

互  助  會：若有會友起會或跟會，純屬個人行為，請勿在教會及小組中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

3 / 31 ~ 4 / 6  歷代志上 第 19 ~ 25 章

馬可福音 16: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
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感謝主，願意使用我這年近七十歲的老人來服事祂 !
我們的幸福小組服事一群有著身體障礙的社會邊緣人，這是神很奇妙的開路，讓我們可以進入這

機構，服事這群被社會遺棄、被世人鄙視、連家人也放棄，但卻為神所愛的人 !
神也為我們預備一群很棒的同工（美鳳、麗雲、樂美、終紅、瑞家），每週都有 30 多人參加，

每一次分享都看見神很大的動工在他們身上，最後有 10 位 BEST 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
有一位弟兄因為長期被黑暗權勢轄制，一直受邪靈攪擾，於是每天全身穿著宮廟袈裟，脖戴厚重

佛珠，希望能夠脫離這些黑暗權勢，但卻無果效，每天仍然擔心害怕愁眉苦臉的 !
當他聽見福音時，他淚流滿面決定接受神之後，現在他的表情不再是憂愁的，而是洋溢著笑容，

每次去機構探訪他時，他都用笑臉迎接我們，機構保護員也表示他整個人變的不一樣，是充滿喜樂的。
另有一位被邪靈轄制的弟兄，原本都待在房間不願意出來參加聚會，當我們會後去房間為他禱告

時，他裡面邪靈彰顯，經聖靈醫治釋放後，他開始改變，每次都喜樂的出來參與聚會 !
相信神可以使用每一個人為祂做奇妙大事，只要你願意跨出一步，神可以幫助你使不可能變可能。

錫安牧區 _ 德基分區 - 茅亞君姊妹

上週奉獻總金額：871,611 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565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936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10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