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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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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會 │ 三峽、中壢、新竹、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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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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郭志彬牧師
01/30  廖文華主任牧師 
02/06  廖文華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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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吃這個最好 _ 廖文華主任牧師
約翰福音 6:26-59 裡耶穌行了兩個非常偉大

的神蹟，「五餅二魚」和「行走在水面上」，我
要用這兩個行蹟來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 2022
年經歷這兩個神蹟，第一個神蹟是用極少的資源
帶下供應，神要在你的生命中供應你，而且是充
足有餘。第二個神蹟是當你在風暴的中心時，神
要帶領你立刻到達你的目的地。

 一、充滿愛的耶穌
馬太福音 4:1-4 講到耶穌受魔鬼的試探，從

這試探裡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耶穌有沒有能力
將石頭變成麵包？耶穌當然有這個能力，因為祂
是神，那為什麼耶穌不做這件事呢？關鍵就在魔
鬼說的一句話："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
些石頭變成食物。" 很多時候我們人生也會面臨
這種試探，當你需要做什麼事情來證明你的身分
或神愛你時，這是來自於魔鬼的試探，我們要用
神的話來對抗魔鬼的試探。在耶穌面對試探時祂
沒有為自己變出食物，但耶穌為來到祂面前的人
變出食物，而且隨個人吃到飽，神所賜的恩典是
豐盛有餘的。
  
二、我為什麼找耶穌？

「v.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
得飽。」 請思考一個問題：你是帶著什麼動機來
找耶穌的？我們是否真的愛耶穌？耶穌知道我們
內心最深的動機，我們是騙不了耶穌的。大衛在
詩 139:23-24 說：「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
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
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們要
求主來光照我們，求主除去我們內心不純正的動
機，以致我們能走永生的道路。
  
三、我的焦點和精力都投注在哪裡？

 「v.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
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
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我們常追求那些看得
見的，不管是食物、衣服、車子、美貌 ... 等，這
些都是你用時間和金錢換取來的，但這些都是會
過去，聖經提醒我們不要錯過真正重要的。請思
考我們所花的時間和精力的比例為何？以賽亞書
55:1-3 說：我們努力的賺錢來換取那些不能夠充

飢、也不能使我們滿足的東西，但這裡說我們可
以白白的到耶穌這裡來，就可以吃那美物，得享
肥甘，心中喜樂，神所賜的是可靠的恩福。

四、生命的糧
「v.33-35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

來、賜生命給世界的。他們說：主啊，常將這糧
賜給我們！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
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食物是
維繫我們生命所必須的，耶穌是生命的糧，是維
繫我們生命所必須的，也是會帶給我們快樂的。
我們常在追求一些能滿足我們的東西，耶穌把祂
的生命當作食物、毫無保留地給我們，耶穌把祂
的心完全給我們，唯有耶穌能满足我們。

五、「神蹟」或是「神」
「v.48-50 我就是生命的糧。你們的祖宗在

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糧，叫人吃了就不死。」天上降嗎哪下來這是
個神蹟，人吃了嗎哪之後還是會死，但吃了耶穌
這個生命的糧就永遠不死。這說明一件事情，基
督徒可以不斷的經歷各種神蹟，但如果沒有把
心轉向耶穌基督，還是會死。嗎哪是會腐敗和
朽壞的，但耶穌這個生命的糧是不會朽壞的 ( 出
16:13-16)。這裡告訴我們：每天我們都要倚靠
和經歷神，每天都要早早起來領受神的供應。

六、生命之糧的功效
 「v.54-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
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
面，我也常在他裡面。」這裡說我們可以把耶穌
吃到我們的裡面去，這代表一件事，我們的信仰
不要只在外表，我們的思想要跟著改變，我們看
事情的眼光要跟著改變，讓耶穌進到我們的裡面
去，把耶穌吃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要每天都把耶穌吃進到裡面去，讓耶
穌真實的能力進到我們裡面，如此，我們就常在
耶穌的裡面，耶穌也常在我們裡面，我們就不在
風暴的裡面、就不在困難及缺乏的裡面，我們的
病就會得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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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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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敬拜暨新春祝福聚會
時間：1/29( 六 ) 晚上 7:00
      1/30( 日 ) 上午 9:30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 當週教會其他場次的聚會：
  樂齡聚會、B30 青年下午堂、主日下午堂，皆合併至新春祝福聚會
> 2/5-6 皆恢復主日聚會，除樂齡 2/12 恢復聚會
> 每位出席會友皆可獲贈經文紅包袋

> 1/30( 日 ) 教會下午 1:00 閉館。
> 1/31( 一 ) 除夕～ 2/4( 五 ) 初四，教會全天閉館。
> 2/3( 四 ) 禱告會改為線上禱告會。
> 2/5( 六 )、2/6( 日 ) 恢復正常聚會，教會正常開館。

特別主日

春節消息

春節教會閉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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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我大學畢業，並於九月時進入研究所的準備階段。當時，我心中對未來的前景總是充滿懷疑、問號，
覺得大學都已經畢業了，卻還不確定自己未來要做的事、或是要前往的方向。雖然，每天在家我都有自己安排的
學習計畫，卻多多少少會害怕現在所學的，未來會用不上、或是會被新的技術取代。即便我對未來感到徬徨、擔
心，神卻透過我個人敬拜祂、以及家人的不斷鼓勵，讓我能夠充滿力量而繼續前進。 

我在報考的第一階段結束，準備第二階段面試之際，姑姑被神感動要親自教導我，準備面試的報告內容及問
答訓練。奇妙地在神的帶領下，我跟姑姑透過視訊反覆的練習，我學到了好多面試說話與簡報內容整理的技巧。
於面試前一天的晚上，在敬拜中神比以往更大的澆灌、觸摸我心，我一直不停的落淚，心中卻有著出人意外的平
安。姑姑自始至終都有為我代禱，更在面試當天迫切的禱告。而我在面試場上，因之前的不斷反覆練習以及神所
賜的平安，我簡報的很平穩，時間也掌握得宜。教授在問答時，其中有一題是之前準備時的一天晚上，姑姑被神
感動要她隔天告訴我的，題目完全一模一樣！另有一題是神預先提醒我，要複習的專題報告其中的一個段落。感
謝主，在整個面試過程中我都能夠完整的回答，也跟教授們相處的愉悅而融洽。放榜的前三天，在我敬拜時一直
有個意念產生 :「一定會考上」！我也跟家人分享我的領受，相信神有美好的安排而我不必擔憂。到了放榜當天，
經查詢得知為正取；隔週收到錄取通知書拆閱後果真是「正取 1」。往後，神讓我想到當初我在準備簡報時，查
詢系統的課程與研究領域所看到的內容，跟大學最突出的領域是如此的相符，自己又是如此的期待，我便深深感
動！

深知我的未來神必眷顧，也更清楚神在將來要帶領我走的道路。在此，希望我的故事分享能激勵弟兄姊妹，
知道神必看顧關乎我們前途與未來的事，即便過程有些階段覺得很艱難或難過，我們卻要把目光更加定睛在主的
身上，靠祂得著屬天力量並繼續勇敢向前！神永遠是我們的依靠與盼望，祂帶領我們走的道路與未來，總會是超
乎我們所求所想的美好。願一切榮耀歸給祂！

B30 家族 - 陳澤牧區 _ 龍俊帆弟兄

羅馬書 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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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奉獻總金額 826,662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