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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粉絲專頁 信用卡奉獻LINE@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Taipei Truth Church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44號5樓 │ 電話：02-2311-6767
傳真：02-2311-3060 │ Email： ttc@truth.org.tw
真道分會 │ 三峽、中壢、新竹、蘭陽、宜蘭、台中。海外：紐西蘭(奧克蘭、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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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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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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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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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是為奴的，他們遭受患難、
沒有自由，甚至失去孩子，所以他們變得非常的
苦毒。我們當中有些人，你可能想到在生命中沒
有神的光景，你可能非常苦悶，好像是被要求推
著走，這跟邪靈有點像，好像緊逼著我們的生命，
攪擾著我們，讓我們的生命非常的苦 ( 出 15:22-
27)。神在苦難的前方預備了很多祝福，為了讓百
姓能進入到祝福裡，神必需先處理他們心裡面的
苦毒，如果沒有先解決這個問題，有可能在我們
心裡長出苦毒的根，你可能離開了那個苦悶的光
景，可是你其實還沒有放下，你的苦毒讓你在那
個光景裡還是為奴的，當你放下了，就能進到神
的祝福裡。

神定意我們都是得著自由的，我們的心有可
能生出苦毒，神希望我們都能從苦毒中得醫治，
不要讓這個苦毒在我們裡面發根。神要我們成為
一個帶出甜美的人，無論你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和失望，神都有要給你恩典和幫助，讓你能夠克
服所發生的事情，好叫你不成為一個苦毒的人。
苦毒是個選擇，是你如何去回應那些傷害你的人
的反應，所以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個光景裡，在當
下我們都可以做選擇，是要轉向神領受神的幫助，
或是要做一個苦毒的人。( 來 12:15)

錯待也會使一個人變得苦毒，可能是遭受到
身體上的虐待、言語上的暴力、情緒的勒索或性
侵，這苦毒會影響我們的生命與人際關係。苦毒
會使聖靈憂傷，當你用你的話語或行為去傷害人
的時候，愛我們的聖靈是會擔憂的。當人苦毒的
時候會向邪靈敞開自己，容易讓邪靈來攪擾，如
果我們不能從心裡面來饒恕傷害我們的人，我們
就是敞開門讓魔鬼來攪擾我們 ( 太 18:35)。苦毒
會在我們生命裡帶出失敗的循環，會影響我們身

體的健康及精神上的疾病，苦毒會使我們沒辦法
興盛。

神定意給我們一些刻苦的環境，讓我們看見
原來在自己的心裡面有這些東西，苦毒第一個明
顯的證據就是抱怨，聖靈也會向我們顯明我們是
不是苦毒的人，我們需要饒恕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困境也會讓我們裡面的苦毒顯露出來，我們可以
從他結出來的果子來看出他有沒有苦毒的根。苦
毒的人會結出負面、沒有喜樂…等果子，年紀越
大苦毒越加深。當人苦毒的時候就會咒詛、沒有
辦法跟別人一起歡慶、從來不說謝謝、愁悶、忌
妒別人、說話尖酸刻薄 ( 弗 4:29)。

神渴望醫治我們的苦毒，我們不能繼續苦毒
下去，要把這些苦毒除掉，我們要開始仁慈、良
善、溫柔、饒恕他人，不要讓苦毒生根在我們裡
面，我們要勝過這個苦毒，用不同的態度來面對
( 弗 4:31-32)。神讓摩西看見一棵樹，把樹丟到水
裡，苦的水就變甜了 ( 出 15:25)，當耶穌在十字
架上死的時候，祂把一切苦難、不公平、傷害、
罪孽都背在身上，把罪、魔鬼、死亡的能力，完
全的破除掉，這個十字架就是我們能跟神交換的
地方，我們憑著信，把一切都帶到十字架前，讓
耶穌來為我們承擔一切，領受耶穌給我們的饒恕
與醫治。這十字架是能解決我們苦毒的良藥，當
我憑著信支取這一切，苦水就能變成甜水。

今天，我選擇要走在饒恕的裡面，從神來的
恩典會讓我勝過，當我感到受傷，我帶到神的面
前來釋放出饒恕，然後祝福那個傷害我的人，這
是一種選擇，也是信心的行動，讓你活出不一樣
的生命。

/  如何克服苦毒的靈＿康麥克牧師

扎根在教會裡

詩篇 1:3 
約翰壹書 4:20~21 
約翰福音 13:34~35 
約翰壹書 1:7 
希伯來書 10:24~25 
使徒行傳 2:46
以賽亞書 58:13-14
以賽亞書 2:3 
撒母耳記上 10:5 
以弗所書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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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文化 - ID 走入命定課程
透過系統化的方式，一步步發現自己的優勢、屬靈恩賜和熱情，
同時找到一個可以奔向的目標，最終走入神所賜的命定
時間：7/19( 五 ) ~ 7/21( 日 )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父親節特別聚會
父親，男人最溫柔的名字
默默守護著家庭與我們，在生命中給我們支持與鼓勵。
當天有感人的分享，溫暖動人的表演，每一位父親還會得到驚喜的小禮物 ~
誠摯的邀請您帶著父親、身邊的弟兄姊妹們一起來參加慶祝。
第一場：8/4( 日 ) 上午 9:30-11:30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第二場：8/4( 日 ) 下午 1:30-3:30 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特邀講員：劉明剛牧師
臺大電機系畢業，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加州柏克萊大學電機
博士，近二十年從事數位通信和相關 IC 設計工作，亦曾於亞利桑那大學任
教。矽谷科技上市公司技術長，台灣及中國半導體上市公司技術主管和顧
問，並在美國矽谷參與高速上網技術（ADSL）的國際標準制定和芯片開發。
上海家百濃孤兒院創始者，現為台灣推喇奴爸爸學校顧問牧師、家百濃教育
諮詢機構教師，結合最新的教育心理知識幫助許多有需要的父母和孩子。

受洗真理班暨受洗典禮
很高興我們要歡迎更多新家人加入我們愛的大家庭，如果您身旁有人想加入
新家人行列，7/14 即將為新家人舉行受洗典禮，請趕快跟區牧報名參加。
時間：7/14（日）下午 2:00  洗禮時間：3:45
地點：真道教會 4 樓 402 教室
注意：需自備深色受洗衣物及貼身衣物，教會只提供受洗袍。

＊感謝弟兄姊妹以愛建殿，將金銀獻上建造神的殿。
一、南區景美堂含裝潢所需總經費共計 20,000,000 元整，2018 年建堂奉獻總金額 9,568,983  
         元整，南區景美堂尚須金額 10,431,017 元整 。 
二、2019 年目標建堂奉獻 12,000,000 元整。
         1 月 1 日至 7 月 7 日建堂奉獻 2,133,169 元整，距目標尚須 9,866,831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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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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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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 月 31 日跨年禱告會，牧師說來到神的面前禱告尋求、領受神在新的一年要對妳說的話
或方向，我聽到神對我說了 4 個字「學習、預備」，後來在新的一年第一週領袖月會上，牧師發佈了
一系列的裝備課程，我心想好多喔！不會都要上吧？後來又聽到神對我說 2 個字「順服」... 所以我就
開啟了裝備課程之路，也開始努力參與幸福小組的服事，雖然先生在 106 年 8 月因病過世，但我仍相
信上帝會為我預備一切。大伯想要把我跟先生住的房子賣掉，房子的產權我只有四分之一，而先生生
前跟他哥哥感情不好，所以大伯不斷想要瓜分掉我的產權，有一天神給我一段經文：耶和華保護寄居
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 詩 146:9)。我跟神說：一切交給祢！祢為我找一間房子吧！
我要有電梯、陽台的房子，後來我開始看房子了，但其實都買不起。

有天房仲業務跟我說：要不要去看一間位在比較好區域的房子。當然房價也很高，一房一廳一衛
一個小陽台，完全是我心中想要的房子，我跟業務說，如果屋主願意談價錢我就買，回家我不斷禱告，
結果隔天屋主居然降價，後來我發現實價登錄的價錢比我的成交價高，那區域是基隆的第二個市區很
熱鬧的！但問題來了，我需要貸 7 成貸款，我趕緊找小組及區牧再幫我禱告，想不到神居然讓我貸到
七成貸款，而且還有超優惠方案，神的恩典不只有這樣，神還幫我省了 6 萬的裝潢費，甚至連工作都
幫我預備好。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馬太福音 6:33)。今年八月我就受洗滿兩
年，我現在是一位小組長，也擔任四期的幸福同工，有時候我們會擔心沒有才能、聖經知識不足、時
間不夠，但不要擔心，當你定睛於神的時候，神會為你預備萬物及祝福。

7 月 14  ~7 月 20 日   箴言 第 18 ~ 24 章

箴言 19:23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知足，不
遭禍患。

錫安牧區 新曼分區＿古靜煖

上週奉獻總金額：1,251,448 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611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855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