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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誰是你的心上人呢？很多人活得不開心，因
為他裡面有一大堆的心上人，都是他的仇人、都
是他最討厭的人，但是，他早也唸、晚也唸，而
且唸了十年、二十年。所以弟兄姊妹請記得，我
們是一家人，我們一起經歷神、一起奔跑天路、
一起同甘共苦。我們要去深思及省思如何面對未
來，特別我們身為神的管家及基督徒，我們要如
何去影響這個世代，甚至改變這個世代。今天我
要用三個生與大家共勉：
一、生命要豐盛

約 10:10「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神要我們過得不但有生命，而且是豐盛的生命，
我們只要記住兩句話：①活著像神；我們照著鏡
子自問：我有沒有王的榮美、我有沒有神的同在、
我有沒有活著像神、人有沒有從我身上看出我是
小基督、看出我是神的兒女。②像神活著；我有
沒有向神對齊、我有沒有向著標竿對齊、神說這
是正路要行在其間，我今天的事奉、我有沒有新
生的樣式，求主保守我們。當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我們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當我們成為別人的祝
福，我們的生命才有意義。屬靈的法則是越給就
越多，你越慷慨你就得的越多，就可以相互得著
祝福。在主裡我們是一家人，我們互相的相愛、
互相扶持、互相幫補、互相成全、在別人的需要
上看到自己的責任，我們要向人灑香水而不要潑
糞，要說安慰、造就、鼓勵人的好話，求主幫助
我們成為施比受更為有福的人。路 6:45「善人從
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
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
出來。」 

二、生活要知足
提前 6:8「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箴

19:23「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知足，
不遭禍患。」提前 6:6「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
心便是大利了；」這波疫情是我們製造的，因為
地球被我們人類過度的耗損，累積的負能量日益
增強，基督徒要學會越簡單越好，生活簡單就容
易知足，家裡如果有多餘的東西有三種作法：第
一種，賣掉 ( 變現 )；可上網賣掉。第二種，送掉；
看到別人有需要就送給他。第三種，丟掉；賣不
掉又送不掉的就丟掉。我們要學會知足常樂，有
二個原則：①惜福；要珍惜神給的一切，都是福
氣、都是恩典，要學會珍惜 ( 惜福 )。②感恩；
常存感恩的心，為每天的一切獻上感恩，越感恩，
恩典越多，越抱怨，麻煩越多，要為擁有的感恩，
不要為沒有的感嘆。
三、生態要平衡

創 1:28「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神
把管理權給你、我，我們要做個好的管理者，要
讓生態平衡。現在有很多訊息都讓我們知道，我
們沒有管理好，澳洲的森林大火、南北極冰山的
融化、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蝗災、水災、疫
情等等，都是我們搞出來的。所以我們要帶著悔
改的心，更加愛護地球、做好管理者的職份。

神的兒女可以在這個關鍵時刻成為這個世代
的祝福，只要做三件事情：生命要豐盛、生活要
知足、生態要平衡，把這三項作好，我們的生命、
生活及生態都會很幸福，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世代
成為基督的見證。

名人講座 -- 活出精彩的人生 _ 魏悌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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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全人更新營
期待生命能夠經歷神所賜的美好嗎 ? 盼望生命能夠突破困境經歷成長嗎 ?
全人更新營會能夠讓你領受聖靈大能 ! 經歷神的美好、使生命再次更新 !
⊙ 時間： 9/18( 五 )18:30 ～ 9/19( 六 )19:00
⊙ 地點：福容大飯店 台北二館 
※ 報名及詳細說明請掃 QR code

受洗真理班暨受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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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列，請趕快跟區牧報名參加
時間 : 8/30（日） 下午 2:00 洗禮時間：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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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
＊時間：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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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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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堂 / 文藝中心門口  服事時間 9:15-9:30、11:30-11:55
＊下午堂 / 五樓交誼廳  服事時間 13:20-13:30、15:30-15:55

特別主日 - 周巽光牧師
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協會執行長 /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熱愛音樂的他，25 歲時回到台灣開始全職服事年輕人，於 1998 年成立了約
書亞樂團，透過音樂服事與年輕人對話，成團近 20 年間感動無數人，迄今
已發行 20 張敬拜讚美專輯的約書亞樂團，與其領導的 Asia for JESUS 團隊，
經常於亞洲各地舉辦培靈會及佈道會，為重現天國文化在全地而努力。
時間：8/16( 日 )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3:30
地點：上午＿ 國軍文藝中心、下午＿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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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8/2 奉獻總金額：1,082,619 元整
              （含撒種奉獻 200,762 元整）
主日出席總人數：1,326 人

小組出席總人數：861 人

開拓出席總人數：0 人

約翰福音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
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8/9 ~  8/15   約翰福音  第 9-15 章

今年情人節很特別，我不斷收到來自於神的禮物；常常還未拆封，就已經有了滿滿的感動和溫暖。我知
道所經歷的一切，如果沒有神的同在這絕對做不到！因為還未走完這期幸福小組，已經收割了 BEST 陳王照
媽媽 和已經慕道五年我國中的好友憶靜。其實經過這麼多期的幸福小組，我們明白屬靈的奧祕；所有一定
不可缺少的就是 - 合一禱告。於是今年 2/14 這天，麗娟、簡正和我寫下心願，求神量給我們聚會的地點和
BEST；而神在下午就奇妙地透過裕國哥帶來 80 歲的 BEST 陳媽媽。因為長期在親子關係中受傷和經歷不時
的腰痛、腳痛，常常想輕生的她這一天小組裡每個人陪她哭完一大包的衛生紙。當陳媽媽感受到耶穌的愛和
從肢體來的安慰，即刻就決志了。往後的每一週陳媽媽都繼續參加小組，臉上也有了喜樂笑容。不僅常見證
神醫治她的身體，也開始讚美孩子們並漸漸恢復親子關係。

聖靈感動我們，要承租麗娟家三樓的會議室做伯特利禱告殿和幸福小組場地。要負擔每月 8000 元做幸
福小組，在人眼中看來會很奇怪，但是我們選擇順服神！最後奇妙的是神不僅讓兩度拒絕基督徒的房東同意
租給我們，房東也應允神感動我們喊出的租金 8000 元。地點有了 BEST 也決志了，卻遇到來勢洶洶的新冠
狀疫情以致人心惶惶。原本擔心主日和小組聚會會被影響。感謝主神所預備的禱告殿成為了板橋第一個試營
運的「主日直播點」；不僅主日沒有停，禱告殿更有投影機、號稱百萬級的音響、會議桌 ... 等舒適的環境
都是免費的。再來是我國中好友憶靜，她來到教會五年不斷的聽見和看見幸福小組裡神種種奇妙的作為，我
告訴她這種好康只有信耶穌才有啊。於是我再次邀請她受洗，真希望她不是只看到神預備的禮物卻拿不到。
感謝主到最後一向反對的先生竟然同意了，並且全家歡樂的來一同觀禮。我終於明白了，在人生中可能會有
大起或大落的情形，但在神的愛裡幸福只會更多！「幸福」是神同在的禮物，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所以
不僅在愛裡沒有懼怕，還能把幸福源源不絕的傳遞出去。願一切榮耀歸給神！

伯特利家族 - 育淇牧區＿洪筱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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