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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彬
牧師

本 週 講 員

2019年12月8日

主日預告 12/15_ 上午-諾魯共和國 總統
              下午-傅金源牧師
12/22_年度聖誕大戲
12/29_陳一強、黃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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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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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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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我們要常常為國家及政治領袖禱告，也尊重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但請不要在教會
                  及小組中，從事政治活動或發表個人立場之言論，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或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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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粉專官方InstagramYouTube頻道

掃描 QR Code 填寫見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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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消息

腓立比書系列信息 - 擋不住的感覺 ( 四 ) 喜樂，無法擋＿ 廖文華主任牧師

今天要分享的是腓立比書第四章
一、靠主真喜樂 

在腓立比書第四章裡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不斷的提到靠主或是在基督的裡面，這兩個在英文
裡其實都是在主的裡面 (v.1,2,4,7,10,13,19,21)。在
我們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但是靠著
主我們就可以做到。①靠主合一 (v.2-3)；我們是使
別人和睦還是破壞和睦的人，我們是消弭紛爭還是
帶來紛爭的人，蘇格蘭神學家 William Barclay 說：
「從來沒有一個人能一方面與神保持親近，另一方
面卻與別人爭吵不和。一個爭執的教會失去教會本
身的體統，也一定會把基督拒於門外。」保羅說：「3a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在新譯本：「真
誠的同道」。我們這些真誠的同道要去幫助他們能
夠和好、能夠靠著主合一，我們應盡力幫助在紛爭
中的人和睦，而不是火上加油。②靠主喜樂 (v.4,10)；
保羅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而我也靠主大大地喜
樂，當保羅面臨逆境的時候，他仍然說我們要喜樂，
為什麼？因為基督徒的喜樂是不受到地上任何事情
的影響，基督徒的喜樂是取決於耶穌基督永遠與我
們同在。有位聖經學者說：基督徒不會失去喜樂，
因為我們不會失去基督。
二、禱告真喜樂 (v.6-7)

我們必需要拓展我們的禱告生活：為過去的傷
痛和錯誤禱告、為現在的需要禱告、為將來的引導
禱告、為自己禱告、為別人禱告（家人、弟兄姊妹、
沒有信主的人、教會、學校職場、城市國家、列國），
沒有任何事大到天父無法解決，也沒有任何一件事
小到天父不關心，因為天父愛我們，讓我們將所要
的告訴神。所以我們禱告的時候不要籠統含糊，方
言禱告時也不要心不在焉，我們要改變方言禱告和

悟性禱告的態度，要很清楚的告訴神我們的目標和
渴望，因為任何的關係都需要我們在神的面前完全
的敞開。William Barclay 說：我們禱告的時候要
記得三件事：①天父的愛：祂希望我們得著最好的
②天父的智慧：祂知道什麼是對我們最好的③天父
的力量：祂能夠賜下最好的、為我們成就最好的。
和合本「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新譯本翻為：
「神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
三、知足真喜樂 (v.10-13)

希臘斯多葛學派說『知足』就是你的人生已經
進到無慾無求、不被世上的事情所羈絆，你進到一
種自由的境界，但保羅說這些是人為的，我們的知
足不是靠人為的，基督徒的知足就是：「神可以給
我很多，我也可以沒有，我可以在順境，我也可以
在逆境，但我無論是在豐富或缺乏，我都是快樂
的，因為主與我同在。」「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這世上有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我們就躲在羔羊的血後面，我們是在那個羔羊的血
所塗抹的房子裡面，我們就得以安全。大衛在詩篇
61:4 說：「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裡！我要投靠在
你翅膀下的隱密處！」
四、奉獻真喜樂 (v.17-19)

奉獻有三個好處：①果子增多，歸入我們帳上。
②成為極美的香氣，成為神所喜悅的祭物。弗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
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③照父
神榮耀的豐富，使我們一切需要充足。不管你給多
麼大的奉獻，天父永遠給更大的，就是祂的獨生愛
子、就是祂的生命。今天我們的感恩奉獻會讓我們
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而且是照著神榮耀的標準來
滿足我們一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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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消息
12 月名人講座『愛在西元前』
12/15【 海島之戀 】上午堂 _ 雷昂納爾 ˙ 安格明 諾魯共和國 (Nauru) 總統
曾任人權律師及國會議員、助理部長又是牧師的安格明總統，因著愛的連結，
飛越 5,637 公里與你分享愛 如何塑造他的生命。
敬請期待來自 Nauru 的祝福吧！

12/15【 海島之戀 】下午堂 _ 傅金源牧師 
傅金源｜臺大資訊科學博士
曾任東海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授、上海掌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顧問、中華
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秘書長
擁有大好前程、人生勝利組的他，在生命轉角處發現另外的可能，至今成為受
人尊敬的牧師，他為別人的祈禱常常觸動人內心深處，使人可以經歷上帝真實
的愛，特別的故事，邀你共享。
時間：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3:30
地點：上午 -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下午 - 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受洗典禮消息
很高興歡迎新家人加入我們愛的大家庭 ! 連續五週受洗典禮 !
若您身旁有人想加入新家人的行列 ! 請趕快跟區牧報名參加 !
時間：
12/08、15、1/5（日）受洗真理班 下午 2:00 洗禮時間：3:45
12/22、29（日）受洗真理班  下午 2:30 洗禮時間：4:15
注意事項：需自備深色受洗衣物及貼身衣物，教會只提供受洗袍

教會聚會消息
12/15 主日上午堂聚會因有貴賓出席，當天文藝中心周邊會有交通管制；
提醒當天參加上午堂聚會的弟兄姊妹們請提早出門，並配合會場的安全管制。

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 
日期：12/21（六 )
時間：下午 1:30-4:30
地點：真道教會 11 樓大堂 ( 電梯按 R 樓 )
歡迎弟兄姐妹們踴躍參加，讓我們一同來經歷聖靈超自然的大能！

超自然祝福主日
每個月第三個主日（上下午堂）聚會前後，請來接受「啟示性祝福禱告」
個人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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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8日

主日預告 12/15_ 上午-諾魯共和國 總統
              下午-傅金源牧師
12/22_年度聖誕大戲
12/29_陳一強、黃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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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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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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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治：我們要常常為國家及政治領袖禱告，也尊重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但請不要在教會
                  及小組中，從事政治活動或發表個人立場之言論，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或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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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粉專官方InstagramYouTube頻道

掃描 QR Code 填寫見證單

上週奉獻總金額：3,084,891 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584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863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67 人

以西結書 11:20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
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12 /8  ~ 12 /14  以西結書 第 6 - 12 章

伯特利牧區 - 維平分區 ＿    邱詩俞姊妹

信主前，我是個抑鬱、很沒自信、沒安全感、不喜歡自己的人。畢業後我同時遇上了事業、人際、愛情、
身體健康、家人關係都不太順利的狀況。也因為壓力過大變成輕微憂鬱症跟一點焦慮症。晚上會睡不好，
很常做噩夢，有時候還會失眠。當時我到處求籤問卜、算命、求平安，但我明白我內心的傷痛並沒有被解決。
我祈求有一位真正可以解決我問題的神來幫助我。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就有一位教會的姊妹打電話問我要
不要加入讀書會。我想說就去看看吧！去了讀書會後我還是有在拜拜，有一次，當我在廟裡跪著的時候，
有個聲音告訴我去看讀書會的書，名字叫「活出美好」。讀了之後我覺得很神奇，這本書給了我很多的解
答和方向，在這之前，我總感覺自己像是迷路的人。

另外，我也開始試著禱告、唱詩歌，過程中我常常不自覺得一直哭，神奇的是在我幾次這樣做之後，
晚上就睡得好了，也比較不會做噩夢。內心常常有股莫名的暖流、也感覺有東西釋放了出去。這些經歷讓
我感覺到我認識了神的愛。工作方面，神也祝福我找到了一份和自己理想條件相同的工作，真的很感謝神。

在我領受上帝很多的愛之後，我決定受洗並每週都參加主日、小組，因著和許多弟兄姐妹交流，我開
始改變對家人的看法，希望可以和家人彼此相愛。於是我決定要跨過心裡的關卡選擇饒恕，求神幫助我放
下過去家人對我的傷害，饒恕他們並開始為他們禱告。感謝神，現在我和家人的關係變好了 ! 在神沒有難
成的事 !

從我開始接觸耶穌基督後，我不只經歷到身體的平安，睡得好，也經歷到心靈的平安，心情變好，壓
力變小、工作順利、與人和好、也變得比較有自信。這一切都太超自然，太神奇了 ! 我想這是每一個認識
基督耶穌的人都可以去經歷的 ! 真的很感謝耶穌 !

最後分享我很愛的一節經文，羅馬書 8:39「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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