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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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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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讀經進度

本週背誦經文

教會異象 VISION   建立一百間強盛的教會,興起十萬個聖潔、快樂的門徒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建立追求神、分享愛、傳福音、作門徒的教會
使人們家庭幸福、成功興盛，進而轉化社會、拓展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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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就像一條大河，不斷的匯集、不
停的往前流，奔向那未知的區域。我曾參加「急
流救生執照」訓練，需穿上救生衣、防寒衣、防
滑鞋，人跳到秀姑巒溪的急流裡面，當陷在各種
旋渦裡時學習如何脫困，在夜漂時學習如何生
存，從急流救生訓練當中我領悟到三件事情：

一、生命常常給我們意想不到的驚喜
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後，我分發到台東分局警

備隊，當時學長們都流行轉左輪槍。在我上班的
第一天，坐在我對面的學長，準備下班後要去釣
魚，他明年年初就要結婚，他覺得他的人生很美
好。這時他的表哥進來，也是在轉已卸下彈匣的
手槍，突然有人說敢不敢開槍，沒想到他真的開
槍，子彈穿過對方的腦，我就看到那位覺得人生
很美好的學長，倒在地上不停的抽動，送到醫院
到凌晨時就離世了。雅 4:14「其實明天如何，你
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
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這是發生在我
生命中一個真實事件，我相信在你生命當中也有
很多讓你驚奇及驚訝的事，這就是人生。

二、人的力量有限
我是跆拳道三段、柔道初段，某天在一個營

區廢掉的宿舍裡有人偷東西，這情形通常是偷鋁
框或電線的傻小偷，我以為憑一己之力就可以搞
定。到了現場有人用鐵橇在偷東西，看對方比我
矮小，心想應該沒問題，我就走過去，他就拿鐡
橇攻擊我，當時因空間狹小不敢拔槍，就用警棍
與他對打，打到警棍都彎了，又因他打赤膊全身
流汗，無法使用柔道，最後就使用跆拳道猛踢他，
他仍然拿著鐡撬攻擊我。我心想：「怎麼辦？主
啊！請給我力量。」突然有個意念，我就把他抱
起來整個摔在地上，用膝蓋壓著他的脖子，終將
他制伏。原來那位小偷不是獨自作案，他的同伙

正在附近，我看到有十幾個人往我這裡衝過來，
心想這下死定了，主啊！怎麼辦？突然有個意念
叫我拔槍，我就拔槍說：「給我退出去，誰上來
我就開槍殺了誰。」結果他們嚇得拔腿就跑。我
們的力量往往有限，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勝過，
但耶和華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是我們
隨時的幫助。

三、面對滔滔江河要存謙卑的心
有一次我因為頭非常的痛，到醫院照 X 後發

現疑似腦瘤，就轉到馬偕醫院做斷層檢查，後醫
生建議到更大的醫院做穿刺檢查。回到家時頭又
痛，對生命絕望又不想死，只有不斷的哭泣。隔
天我到慈濟醫院住院並做各種檢查，在這七天我
的生命被很大的震憾，發現人的生命實在脆弱，
當我跪在床上呼求主救我時，人生就好像跑馬燈
一樣在腦海裡浮現，我就流淚禱告，不斷呼求神
給我機會，只要活著出去，我的人生完全獻給主。
當我讀到約書亞記 1:9「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
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這句
話成為我面對每天的檢查、簽切結書時的勇氣與
力量，我越禱告心中越有平安。住院第 5 天我的
頭不痛了；第 6 天神派兩個牧師來看我；第 7 天
確診我不是腦瘤，我健健康康的走出來了。隔年
我太太受洗，現在我們都在教會參與服事，集合
原住民年輕家庭組成愛家一族，希望在台東建立
美好的家庭事工。

有時候我們無法經歷神，是因為驕傲擋在我
們面前，我們常靠自己卻無法勝過環境，但耶和
華是我們的力量，人生就像洪水，耶穌是我們最
好的救生衣，當我們穿上這件救生衣，我們的人
生就不再一樣了。( 約翰福音 3:16-17)

/  小人物大故事 ( 二 )_ 胡國慶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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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真理班暨受洗典禮
時間：6/2( 日 ) 下午 2:00  洗禮時間：3:45
地點：真道教會 4 樓 403 教室
提醒：需自備深色受洗衣物及貼身衣物，教會只提供受洗袍。
Before 30 牧區 - 青年受洗消息
第一場：原訂 5/31( 五 ) 受洗典禮改合併至 6/2( 日 ) 成人受洗典禮舉辦
第二場：6/9( 日 ) 下午 3:00-6:00
地點：真道教會 6F

閉館消息
6/7( 五 ) 適逢端午節假期，教會閉館一天。

2019 真道職場特會
講員：孔毅老師 Roger I. Kung
前 Motorola 亞洲個人通訊事業部總裁，擁有四十年實戰、管理、創業的豐
富經驗；英特爾 (Intel) 授予他「i-RAM 之父」稱號；摩托羅拉 (Motorola )
稱他為「手機中文化之父」；美國 LinuxDevice 則稱他為「Linux 智能手機
之父」，在通訊及半導體行業享有盛譽，具 30 年資歷的經驗領導者，致力
於職場經驗傳承，栽培華人職場精英成為時代接班人。
暢銷書《贏在扭轉力》、《第一與唯一》作者
主題：蒙福的卓越領導 － 領導 x 成就
場次：6/5（三）晚上 7:00-9:00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領袖月會
時間：6/15（六）早上 10:00-12:00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主題：細胞小組長訓練 ( 一 )
如何讓你的細胞小組成為沃土，讓 BEST 順利落戶 ?
敬邀細胞小組長、實習組長、福長、幸福同工、事工領袖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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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念雲科大資管系念到憂鬱症發作，本來要休學了，但導師幫我禱告，師母為我禁食，我也學
會了跟耶穌禱告，憂鬱症居然不藥而癒不吃安眠藥就自然睡覺。信耶穌以後我變得很有自信、有智慧 ，
我不僅順利畢業，而且還沒畢業就找到了工作。

因為信耶穌真的是太幸福了，很希望家人也能信主，每天晚上我都為家人禱告， 母親在 93 年出車
禍肋骨斷了 3 根，醫生說至少要 3 到 6 個月才可以恢復，爸爸說如果 1 個月可以好，就讓媽媽受洗信耶穌，
感謝神，媽媽真的一個月就恢復了，在民國 93 年底跟小妹同時受洗，父親也在 96 年親自感受到神的愛
而受洗了。

我後來在兒童主日學服事 (89 年到 103 年 )，但因為工作繁忙，小孩也大了，我就暫停服事，之後也
沒有進小組，沒有讀聖經，只是週日來教會聚會的基督徒 ，每天忙於工作，忙賺錢、罵小孩。上帝其實
很祝福我的工作，讓我在銀行一路升遷順暢，但就在 104 年，因為亂投資，自己去貸信貸投資 ，後來投
資紛紛失敗，工作也遇到瓶頸，導致憂鬱症發作，恐懼籠罩著我，每天都非常痛苦，每天都想自殺，無
法繼續工作，於是離開了工作近 17 年的銀行。

每天區牧跟小組長及姊妹給我很大的支持及關心，先生則每週都拉著我去教會，我就這樣緊緊的跟
著耶穌一步一步的，慢慢恢復過來。我跟神的關係也越來越近，我的家庭也經歷到改變。自從我憂鬱症
再復發，我先生開始每天帶著我及 2 個兒子，一起讀經禱告， 每天讀三章聖經， 也因此我能在信主十幾
年後把聖經終於讀完一遍， 兩年左右已經在讀第三遍了， 全家一起讀聖經真的很好，小孩也因此功課進
步非常多，我們大兒子現在國 2 了，成績都是班上前 3 名，小兒子考上資優班，今年 2 月我們夫妻還去
參加恩愛夫妻營，跟神關係變好、夫妻感情也會越來越好，這些都是在全家一起家庭祭壇，讀經禱告中
發生的。

生命被更新後也開始在幸福小組傳福音，其中第三期的幸福小組，我有一個朋友，知道我憂鬱症得
醫治，神帶領我找到很棒的工作，覺得我們的神很棒，願意來認識，8 次幸福小組，來了 6 次，也在去
年 12 月底帶著女兒受洗了， 榮耀歸給愛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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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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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 3 日 以斯拉記第 9 ~ 10 章
6 月 4 ~8 日 尼希米記第 1 ~ 5 章

約翰壹書 5: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
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伯特利牧區 _ 維平分區 - 張瓊月姊妹 

上週奉獻總金額：655,531 元整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636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1,019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198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