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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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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預告教會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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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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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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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禱告會
週四 19:3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主日上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09:30-11:30 
真道教會４樓教室

客語團契
每月第四週 週日 12:00-15:00  真道教會R樓R03教室

週六上午樂齡敬拜聚會
週六 9:30-11: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週六下午青年敬拜
週六 14:00-16:00 真道教會B1會堂

週六晚上堂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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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教會5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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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下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401教室

01/16  蕭雅文師母
01/23  郭志彬牧師 
01/30  廖文華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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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雙倍祝福 Double Blessings_ 廖文華主任牧師
用預言祝福你的 2022 年，最好的預言就是聖經。宣
告以賽亞書 61 章 1 至 4,6-7 節：
一、神要我們去服事 ( 賽 61:1-2)
　　服事貧窮的、傷心的、被擄的、被囚的、悲哀的
人…。是神的愛將我們聚集、神的愛催促我們走出去
服事。鹽不是為了被放在鹽罐，是為了撒在不鹹的地
方 ( 太 5:13-14)，教會像鹽罐，是信主比例最高的地
方，而你是為了被放在信主比例最低的地方，帶來影
響和轉化。你我是世上的光，為了照亮黑暗，教會是
亮度最高的地方，你是為了被放在最黑暗的地方 ( 勾
心鬥角、浮誇不真實的話術與行銷手法、做假帳、逃
漏稅、…拜偶像…)，在那裡發光。耶穌要我們領迷失
的小羊回來，傳福音給他們，帶下醫治、釋放、自由、
安慰，與我們合成一群 ( 約 10:16)。宣告今年你會找
到你的服事。
二、神用這些來取代 ( 賽 61:3-4)
　　神用華冠取代我們的灰塵、喜樂的膏油取代哀傷，
頌讚的外袍取代沮喪，公義的橡樹取代荒廢，祝福取
代咒詛，醫治取代疾病，富足取代貧窮，愛取代我們
心中的冷漠。一切陰霾都留在過去 2021 年，神要用
2022 年來取代這些。司布真：沒什麼比垂死的救主更
能賦予人生命。有人說：我沒有得到餵養，而餵養是
發生在去付出與給予的時候，只要開始付出給予，就
會發生神聖的取代。除非我們發現關鍵在我們內心，
否則怎麼改變環境？如吃東西是我們的責任，當你手
上有聖經時，怎麼可能得不到餵養？靠近神是我們的
責任。公義的橡樹，想到國泰樹，1923 年日本裕仁
皇太子親手植下，屬日本鹿兒島的原生種。國泰人壽
1995 年相中這棵老榕，捐出新台幣 100 萬元認養，
把它當成企業商標，喊出「向下紮根，向上成長」的
大樹經營哲學。如果日本皇太子所種下的樹有如此的
榮耀，聖經說我們是神所栽種的公義橡樹，生命會是
何等的榮耀。
三、我們身分 ( 賽 61:6)
　　神聖的取代最寶貴的是內在改變，重要的是我們
的身份認同：耶和華的祭司 ( 我跟神是親近的 )，上帝
的臣僕 ( 我是一個服事者 )。如果上帝呼召你成為牧師
( 任何職業的事奉者 )，不要屈尊成為國王 ( 高高在上 )，
王者風範是彰顯在僕人的生命中。劍橋大學字典給司
布真身份 (Identity) 定義：一個人是誰，使他們與其
他人不同的品質。身為祭司、成為僕人就是讓我跟別
人不同的身分和品質。不要把服事變狹隘，教會服事
很重要，但在家中、職場裡也不要忘記成為事奉者。

四、神要給我們 ( 賽 61:6-7)
　　享用各國的財寶，得到雙倍的福分，擁有自己的
土地。你我有選擇的自由，但是選擇相信聖經的每一
個字必定成就 ( 路 1:37)。要毫不妥協地對抗成功神
學 ( 愈富有愈屬靈 )；對抗貧窮心態 ( 愈貧窮愈屬靈 )。
如同驕傲與自卑哪一個比較好？過猶不及，因為都是
用外在財富衡量人。學像保羅隨事隨在都得了祕訣，
有時外在是富足的，有時是逼迫被剝奪，但在那些時
刻他都是屬靈的。關鍵不是外在的財富，是我們的內
心！我們追求的焦點是基督。縱然人追求的焦點是
基督，且擁有很多財富，也不表示是成功神學 ( 把物
質金錢當作神 )，金錢是神的祝福，不是神！而貧窮
神學是把物質金錢成功當成是撒旦 ( 敗壞的、屬肉體
的 )。當我們擁有金錢，且做個好管家，神會將更多
金錢交在我們手中，以致這些金錢成為帶來復興與轉
化的工具。面對富足的人，要學會不論斷，不要把自
己的價值觀、生活模式強加人身上，也不要說他這麼
有錢，為什麼不去幫助窮人？怎麼知道別人沒有幫助
窮人？我留意不去講這樣的話，因為聖經裡說這話的
人 ( 猶大 ) 沒有比較屬靈，要很留意不進入這樣的靈，
不要做一個仇富的人。我們要學會為人蒙福開心，這
就是神的應許成就，享用各國的財富。當你為別人開
心，有顆更寬廣的心，承載更大的祝福，神會給更
多。無論在教會、Church Can Help、夢想之家，我
們都經歷到因著很多愛主基督徒的奉獻，我們能夠去
傳揚福音、幫助貧窮、建立教會、拓展神國。上週有
31 人受洗，宜蘭真道教會聖誕節福音聚會有 180 人
參加，弟兄姊妹如果在財務上經歷雙倍的祝福，豈不
是為神的國帶來更大的影響力？
　　 ( 一 ) 因為基督，如果亞當犯罪有那樣的影響
力，那基督的恩典、祝福豈不是加倍的有能力嗎 ( 羅
5:15) ？耶穌的恩典是勝過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成就的不只是罪得赦免，也帶來人生目的改變，為貧
窮的、傷心的、被擄的、被囚的人、悲哀的人而活；
在生命中有神聖的替代 ( 華冠取代灰塵、喜樂的膏油
取代哀傷 )；帶來自我形象的改變 ( 祭司、神的僕人 )；
帶來各國的財寶 ( 奉獻 )、雙倍的福份、自己的土地。
　　( 二 ) 因為聖靈，以賽亞書 61 章 1 節因為耶穌
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聖靈在我們身上，使我們進到
神聖的取代，自我形象改變，財務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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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筆記欄

敬拜之夜
時間：1/13( 四 ) 晚上 7:30 YouTube 搜尋 :真道教會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蕭雅文師母 - 台北靈糧堂主任牧師師母
時間：1/15( 六 ) 晚上 7:00
      1/16(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 線上同步直播

郭志彬牧師 – 高雄九曲堂 JCT 教會
時間：1/22( 六 ) 晚上 7:00
      1/23(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 線上同步直播

2022 Army of God 青年復興禱告營
時間：1/24( 一 )-1/26( 三 )
地點：中原大學
* 聯絡人請找陳澤傳道

2022 兒童寒假營會 _武林召集令
活動時間：2/7（一）- 2/9（三）上午 8:30-17:00
活動地點：真道教會 R 樓
招收對象：小學三年級至六年級
活動詳情與報名請掃描 QR code

特別主日



特 邀 講 員

2022年1月9日

生命故事 / 

C3讀經進度本週背誦經文

教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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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預告教會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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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TH
NEWS 真道

週報

廖文華
主任牧師

202２年1月9日

官方網站 奉獻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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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海外：紐西蘭(奧克蘭、北岸)

Facebook粉專官方InstagramYouTube頻道

復興禱告會
週四 19:3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主日上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09:30-11:30 
真道教會４樓教室

客語團契
每月第四週 週日 12:00-15:00  真道教會R樓R03教室

週六上午樂齡敬拜聚會
週六 9:30-11: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週六下午青年敬拜
週六 14:00-16:00 真道教會B1會堂

週六晚上堂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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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道教會5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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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下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401教室

01/16  蕭雅文師母
01/23  郭志彬牧師 
01/30  廖文華主任牧師 

我是在西門工作的一個髮型設計師，也是兩個幼小孩子的媽。雖然過程不容易，但我還是努力的把門徒學校
課上完了！上完門徒課後數算恩典，發現得著好多，想和大家分享：首先在課程上老師說，穿戴屬靈的軍裝非常
重要！但很有意思的是全身都有穿，就只有背後沒有，原來是因為神要我們穿上它，去做正面的迎敵。而且我們
不孤單，因為有主耶穌的同在，有禱告的權柄，也有屬靈家人ㄧ起與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特別是和先生有衝
突的時候，我知道我面對的不是人，而是背後的黑暗權勢！明白這真理，我就不容易落入血氣中，而能用禱告來
安靜心、忍住不回嘴，爭吵自然就不容易繼續了…我也學習使用宣告禱告，每天在進家門前，我會按手自家門作
宣告 :「這個家是屬於耶穌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我們家要得釋放、得自由，我們全家都必得救！」在門
訓課也學到幸福小組的流程，例如帶破冰、敬拜、小組和禱告鍊，我發現這些也都可以運用在公司的會議上。當
我帶領時，連助理都說好喜歡這樣的氛圍 ！我們公司並不是所有人都信主，但去年 10 月底，卻全店到教會來幫
忙 CCH 家庭義剪，其中沒有任何勉強，每一個同事都到了，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也開始在公司有一
個讀經小組，雖然現在人還不多，但我相信有一天我們整間店，會在主裡成為真正家人，真期待那天的早日到來！

我個人之前跟神禱告的上班時間，與要達到的業績，神都奇蹟般的成就了。雖然每次在工作和照顧孩子之間，
都很拉扯、為難，但我知道ㄧ切神都在帶領！我最常說的，就是一切都交給主吧！ 課程裡，我也學了傳福音就
是要累積感動，才會打動人心。當我想到為了服事而「多走ㄧ哩路」，以前心裡可能會有不滿的聲音，但現在我
知道都是神與我同行，我也是為了主，最後結果總是出乎我的意料。這次，幫教會做了好多天的氣球佈置，某天
晚上下了班還到教會整理了很久，ㄧ結束馬上手機出現一個新客人，哇是一筆大訂單吔，我真的感謝讚美主，知
道神都紀念我們所擺上的！我也明白了什一奉獻，在課程裡我學到了謙卑，放下自己的驕傲，知道原來所有的、
都是神恩典的賞賜！我過去總是以自己的能力為驕傲，現在我要以神為我的榮耀！最後想跟大家說的是，請快付
上代價來上門訓課程。因為一個有系統的屬靈課程是很不一樣的，上完了都好捨不得同學、老師，大家都建立了
深入的屬靈家人關係。門訓課也使我們更深的、了解神對我們每個人的心意，真是一個很好認識神的機會！鼓勵
大家快快報名！

伯特利家族 - 盈欣牧區 _ 陳姿嘉姐妹

詩篇 19: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
中的言語、心裡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1 月 9-15 日  撒母耳記上 第 1-7 章

12/27-1/2 奉獻總金額 1,605,730 元整
2021年建堂奉獻共計 14,008,213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