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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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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回顧 / 你看重不如神看中 _ 蕭雅文師母

太 6:2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
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
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這裡瑪門指的
是世界的體制和價值觀。我曾做了一個夢，夢中我看
到一個礦坑，有輛礦車從裡面出來，上面裝滿了各式
的珍寶。礦坑的英文是 mine，mine 的另外一個意思
是「我的」，我們不知道這屬於我的礦坑裡面有什麼，
所以我們要進入這個礦坑裡面去挖掘各式的礦石和珍
寶。這個進入礦坑的過程中是很冒險的，所以不斷地
堅持下去、努力地挖掘，這是非常重要的。
約伯記第 28 章裡講到各種不同的礦石，它們各
有不同挖掘的方法，每樣東西都有它獨特性，當你找
著和提煉出來的時候，這就是神所賜蘊藏在裡面的珍
寶。「v25-26 要為風定輕重，又度量諸水；他為雨露
定命令，為雷電定道路。」這樣的生命源頭、這樣的
至高真理，這就是我們的神。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把這
位至高神的至高主權，去交換了這個世界的體系、交
換了這個世界的度量、交換了這個世界的規則。但這
位創造你的主，把你生命所需的一切，在祂創造你的
那一天就全部放在你裡面了，但我們卻用我們生命的
前半生把這些東西全部丟掉，直到我們耗竭的時候，
在用我們的下半生想要找回自己。神把祂的生命蘊藏
在你裡面，神要我們回到最起初的愛，是神創造你的
時候的那個愛。
很多人在自己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就急著期待自己成為其他的樣子，我們身邊有很多愛
我們的人，他們對我們的期待，難道是因為對我們的
獨特有深入的洞悉之後產生的嗎？不是，是因為愛。
有時候我們會對我們的未來很害怕，對所選擇的道路
覺得恐慌，我到底該怎麼辦？那個我覺得很差的我跟
未來我希望成為的我，中間的鴻溝不斷的在折磨我。
這個社會的體系告訴我們說：最聰明的辦法就是不要
把你的公眾生活跟你的個人真理混為一談，不然你會
受到這個系統的攻擊。
有一個瑪門的體系，當這個瑪門不知不覺成為你
的主的時候，是因為你跟它狼狽為奸，是你願意的。
在「你看重不如神看重」這本書裡面對偶像有一個定
義：「什麼是偶像，偶像就是任何的人、事、物，你
把你自己的心力投入給他，同時又從他得到力量。」
這偶像有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可能是運動、可能是喝
酒、也有可能是來教會。把來教會、來服事當作是得
力量的管道，那你還是有偶像。你以為你在服事主，
其實你服事和跟隨的是你所創造的偶像。當我們沒有
把神按照神的樣子去認識和按照神的本性去敬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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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們在敬拜的只是個偶像而已，可是這些人的心
裡面，他們明白他們要的是他們整全的生命。

耗盡是怎麼來的？就是因為你一直去做那個你
不是的人，很多人會說：我耗盡是因為我一直的給、
一直的服事，所以我就耗盡了。可是我要說：耗盡是
因為你一直給你沒有的東西，所以你耗盡了，不是因
為你給有的東西給太多。如果那個東西本來就是你有
的，就算你給了，他還是會再生，因為他的源頭是上
帝。但是當你給到你覺得你的人生已生無可戀的時
候，那是因為你過的人生根本不是上帝給你的人生。

2020 年是我人生非常挑戰的一年，因為這一年
疫情爆發了，我的工作發生非常大的震動，整個過程
是非常混亂的。這時我開始失眠，每天起床的第一句
話就是：蕭雅文，妳到底在幹什麼？我覺得在我的生
命裡有一個破洞，無論我如何補都補不了。後來我幫
周牧師籌辦了一個八十歲的生日派對，看到大家都很
開心，我空洞的內心似乎被滿足了。隔天因為別人的
一些話，我又覺得十分沮喪和自責。後來巽正牧師
說：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學習，你可不可以只學上帝
要你學的東西。我想起神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人生
不是一場訓練」，我覺得很錯愕，人生不就是讓自己
變得更像耶穌，然後在每個任務裡面去學習該學到的
東西嗎？
我想到派對那天的美好時刻，我抱著成功的果
實非常的開心，我把它塞進一個惡魔果汁機裡面去攪
伴，因為我想確認我有沒有什麼地方還可以改進，攪
到後來除了黑色的汁外什麼都不剩。創世記說：「你
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我開始看到我裡面
的那個洞是來自於我沒有在勞碌，所以我害怕，我感
覺到我沒有價值。這個系統有一個洞，我不再做完整
的自己，這洞不是靠運動或努力可以補起來的，是你
整個體系錯了，你選擇的是善惡樹，是容易的，因為
這樣是最快的。但神要我們在祂的真理裡面紮根，要
我們在祂的愛裡面直到飽了，飽到你真知道你是誰、
知道神給你的是什麼？你開始跟你身邊的人事物產
生互動。
有時候你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可是最美好的事
情正在發生，我們不知道疫情會如何？我們不知道接
下來會如何發展？當你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上帝會
讓最美好的事情發生。但你必須要回到上帝的擁抱裡
面的那個蛹，你要在上帝愛的繭裡面躺個夠。願神祝
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掃描 QR Code 可看完整主日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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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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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教會閉館消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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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聖經學院上半年開課

筆記欄

想要在生命中得自由的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訊息，真道聖經學院在 2022
上半年裝備課程推出約翰福音詳解、提摩太前書、啟動預言和屬靈爭戰新
武器四門課，透過專業老師帶領讀經和操練，讓我們在真理得以自由。
詳細資訊請至真道教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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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 / 伯特利家族 - 維平牧區 _ 邱詩俞姐妹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馬可福音 16:17-18 )
感謝主，在疫情期間牧區開始了跨小組的 upper room 禱告。一直到現在我都持守著參加，也很奇妙地在
upper room 禱告裡經歷到神的醫治。在有一次的禱告，維平傳道突然說，有感動為有肩頸疼痛、腰痠的人來禱
告，相信主必醫治。當下，我覺得非常奇妙，因為我並沒有跟維平傳道說過我有腰痛。由於前一陣子，工作加班
非常頻繁，我坐椅子的時間非常久，可能因姿勢不正確，脊椎受到壓迫，導致腰部變的非常的疼痛。本來我是打
算要去看中醫、作針灸的，印象深刻的是禱告完，我立刻就覺得腰不痛了，而且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再復發。

還有一次經歷主醫治，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由於有一陣子的晚上，我常常落枕，睡覺起來脖子都會非常疼痛，
痛了幾天都沒有減輕，這深深的影響了我的工作和心情。在心情低落的時候，剛好晚上有 upper room 禱告，我
原本很想先去休息的，但我想到之前神醫治了我的腰痛，所以我就決定要先 upper room，然後禱完告再去休息。
禱告開始，我們先讚美感謝神，此刻我就感覺有信心、相信神會再一次醫治我，所以到了彼此代禱的時候，我提
出 : 最近我的脖子非常疼痛，請為我禱告。一樣的也是維平傳道，為我作醫治的禱告，當下就感受到一種平安。
upper room 禱告完，我摸摸脖子好像有好一些，我就想先去睡覺，明天再看看狀況怎樣。到了隔天，我發現脖
子疼痛減輕很多，一直到現在也是沒有再復發，我真的很感動！
我們的神真是奇妙的醫治者，總是在我疼痛到快要受不了的時候，讓我經歷禱告醫治的能力！透過 upper
room 的禱告，我真的感受到神跟我如此的靠近。感謝神祂憐憫我，醫治我。在此，我願意用自己的親身經歷
見證神的大能，也求主讓我有信心去為別人的疾病禱告，相信神也會按祂的旨意和能力來成就。感謝神，透過
upper room 肢體彼此的代禱，能醫治我們身體的病痛。感謝讚美主，願一切榮耀歸給祂！

本週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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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
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1 月 23-29 日 撒母耳記上 第 15-21 章
1/10-1/16 奉獻總金額 1,279,704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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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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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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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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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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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Taipei Truth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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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上堂敬拜
週六 19:00-21:00 真道教會5樓會堂

主日下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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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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