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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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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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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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1:4「亞伯因着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
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
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
話。」聖經裡有個人叫做多加，她死了以後寡婦
們圍在旁邊痛哭流涕，一邊訴說著多加生前為她
們所做的事情，多加雖然死了，因著信，仍舊說
話。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在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這些故事都會留下來，有一天會有人把它講出
來，只是這故事可以傳多久、可以多感人、可以
多祝福人，其中的關鍵就是「信」，所以你的生
命要有影響力、要能祝福別人，一定要有「信」，
這個信就是信仰，信仰就是你相信什麼？這個信
仰和堅持會影響你的優先順序、影響你的價值
觀。

亞當有兩個兒子：長子取名叫該隱，意思是
我得了一個男子，老二取名叫亞伯，我查了亞伯
的意思有兩個，第一個是空虛，為什麼父母會幫
兒子取名叫空虛呢？原來世人犯了罪，在日光之
下是空虛的空虛，但因著信，我們就不在日光之
下，我們活在日光之上，亞伯雖然死了，因著信
仍舊說話，他的生命不是空虛；另一個意思是呼
吸，經過了五、六千年，我們還能感受到亞伯還
在呼吸，聖經還在幫他說話，不只生命故事會講
話，上帝也在幫他講話。

當人犯了罪之後，我們會與神失去聯結，我
們就會活在咒詛、痛苦、不信的裡面，但是因為
相信耶穌，我的生命會變得不一樣，雖然有困境，
但祂將成為我的力量，所以我們要百分之一百的
相信。耶穌是個生活在偏鄉的無名小卒，祂的工
作只有 3 年半，但祂卻影響人類歷史超過兩千
年。所以我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信了耶穌成為耶
穌的門徒，我就可以成為世上的光，我可以做更
大的事、結出更多的果子，因著信，我雖然死了，
仍舊說話。

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相信，第二件
是信仰要有行動，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所以信
仰、信心，還要加上行動，沒有行動的信仰是死
的，信仰帶出行動，這是更美，我們的生命要更
美就要有行動，更美的意思就是大量的、更多的，
當你更有信心你的行動就更多，在該隱的獻祭裡
少了對神的敬畏和愛，所以神不喜悅，所以活出
信仰更重要，在你生命的記錄裡要有信仰的痕
跡。不要小看自己是一粒麥子，一粒麥子代表生
命力，埋下去就能結出果子來。馬偕博士、孫理
蓮宣教士等雖然死了，但因著信，仍舊說話，就
如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卻結出許多子粒來。

信仰不只要有行動，而且要不斷的行動，來
12:1「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
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路程的原文就是賽程，我們一定要跑到終點才會
有名次，要脫去身上的重擔和不好的習慣，要對
付我們人性的軟弱，要存心忍耐把比賽跑完，這
個故事就會完整、就會有影響力。迦勒在曠野
40 年，80 歲後又爭戰了 5 年，他堅持到最後，
他雖然死了，因這信仍然說話。

基督的信仰我體驗了，我也經歷了，我兒子
看到、我女兒看到、年輕人看到、教會的弟兄姊
妹看到、我的傳道同工都看到了，當有一天我死
了，因著信，我仍舊說話，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讓我們來體驗基督的信仰，把他寫入你的故事裡
面，只要你願意，因著信開始行動、持續的行動，
美好的事就不斷的發生，你的人生故事就會越來
越精采。

雖然死了，仍舊說話 _ 郭志彬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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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教會財務室消息
教會提供了信用卡、條碼、ATM、銀行電匯等多元管道，
奉獻專區如下：https://www.truth.org.tw/donatelist 
聯絡財務室同工：
電話：02-2311-6767#467、468 
e-mail：account@truth.org.tw

2020 第三屆活力夫妻營
疫情期間夫妻相處的時間變多了，是不是發現很多彼此不一樣的部分呢？
歡迎來夫妻營更深的了解對方、更多看見彼此的亮點！
講師 : 邱維超醫師、延玲珍老師 ( 台灣真愛家庭協會執行長、前任 GOOD TV

家庭事工部主任、台灣正道學院教牧博士 )
時間 : 8/14( 五 )- 8/16( 日 )
地點 : 真道教會 B1 會堂
詳細內容及報名資訊請掃描 QR CODE 名額有限，報名要快喔 !

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
＊時間：7/18( 六 ) 下午 1:30-4:30
＊地點：真道教會 11 樓大堂 ( 電梯按 R 樓 )
歡迎大家一同來經歷聖靈超自然的大能！不需特別報名，請和區牧報備後，
直接參加。
PS：提醒每位前來的新朋友跟弟兄姊妹：凡出入教會空間，都請先至 4 樓

進行體溫量測、噴灑酒精作手部消毒，也需全程配戴口罩；若體溫量測
超過 37.5 度者將不得入場，請逕自回家休息。

第六期幸福小組 名人講座
這次特別邀請了在婚姻、家庭、親子關係中，擁有精彩故事的來賓與
大家分享。敬請期待！！
時間 / 地點：
7/26、8/2、8/9
9:30-11:30am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1:30-3:30pm 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感謝弟兄姊妹以愛建殿，將金銀獻上建造神的殿。
2020 年目標建堂奉獻 12,000,000 元整。
1 月 1 日至 6 月 28 日建堂奉獻 2,590,027 元整，距目標尚須 9,409,973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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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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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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28 奉獻總金額：551,205 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071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653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0 人

使徒行傳 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
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

7/5~11   使徒行傳 第 18~24 章

我單身還沒結婚，家在嘉義，北上工作後一直租房子住。從第一期幸福小組開始，由於我們小組
弟兄姊妹的家，都無法提供幸福小組使用，因此過去幾期的幸福小組場地，只能在教會、永和福音中
心，甚至借用別小組姐妹的家來做。因此我跟神禱告：「我很想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可以開幸福
小組並接待 Best，讓很多人在這個家有機會認識神。」

在去年領袖營會，有一位傳道人為我預言禱告說「神會祝福我買到房子並建立家庭。」所以我就
憑信心開始看房子。當時我看中一間位置、環境以及格局，都很理想的房子，我爸爸也覺得不錯，可
惜在價格上遠遠超出我的預算。經過幾次議價後，屋主仍不願輕易降價，於是我請小組家人為這事代
禱。過了幾個月 原本以為沒希望了，有一天這屋主卻突然主動聯繫我，說同意我提出的價格。感謝
神！房子就這樣奇妙地成交了。今年 4 月我已順利搬進神為我預備的新家，哈利路亞！同時我也禱
告這房子能被神使用，成為一個福音禾場，讓很多人得救恩、蒙祝福。

此外，我們在第五期幸福小組帶領了一位年輕弟兄 - 何信毅信主。他從小父母離異，成長過程充
滿了被遺棄、傷害、恐懼 ... 從國小開始他就想要自殺並有憂鬱症，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為
了逃離讓他傷痕累累的家，去年底他曾到杜拜做短暫的打工，但神很奇妙的帶領他回台灣。之後也穩
定的參與在小組與主日中。他參加完今年 3 月「全人更新營」後，就被神感動要把他房間裡所有壓
箱的偶像都清除掉；因為有一天他腦海裡突然浮現兩處的聖經章節：一處是啟示錄 3:9，另一處是使
徒行傳 6:5。奇妙的是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兩卷書。我就跟他一起翻聖經，告訴他啟示錄 3:9 主顯明「神
要使撒但知道祂愛小毅！」；使徒行傳 6:5 則提醒「小毅要大有信心且被聖靈充滿！」感謝主，現在
的小毅變得喜樂、開朗，也喜愛讀神的話語。相信他的生命會被神更多醫治與建造，將來成為一個祝
福人的人。願一切榮耀都歸給愛我們的主！阿們。

錫安家族 - 杏梅牧區＿許瓊文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