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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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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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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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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  連加恩醫師 
02/27  廖文華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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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做好這件事，幸福隨著你 _ 郭志彬牧師
「幸福」是件很重要的事，你只要好好的做這件

事，你就會常在幸福的裡面，這件事就是深度有感的
陪伴、就是愛的陪伴。曾有人問巴菲特何謂成功，他
回答說：有人愛你、關心你就是成功；那人又問何謂
幸福，巴菲特回答說：常在愛的裡面就是幸福。在韓
國或日本的街頭很少看到早餐店，因為他們都在家吃
早餐，他們非常看重家人在一起吃飯。反觀台灣的街
頭到處都是早餐店，甚至有些家庭連晚餐都很少在家
一起吃。幾年前我曾發起一個運動：吃晚餐救台灣，
我就跟我們的弟兄姊妹邀請教會所照顧的孩子們來跟
我們共食，讓他們在我們家裡體驗何謂幸福的家庭。
我一直想讓他們知道什麼叫作陪伴，因為在陪伴裡面
會感覺到幸福、心裡面會感覺到滿足。

一、這是初代教會留下來的文化
「陪伴」是教會很重要的文化，來 10:32-35「33

一面被毀謗，遭患難，成了戲景，叫眾人觀看；一面
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這段經文讓我確定，陪
伴是初代教會很重要的文化。我們現在常講團契，這
是教會很重要的文化，「32 你們要追念往日，蒙了光
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為什麼這裡說你
們要追念呢？表示這個文化已經慢慢地被忽略了，所
以你們要追念這件事，然後再把他找回來。為什麼我
們需要追念、為什麼我們會忘記呢？因為我們都太忙，
「忙碌」就變成我們的藉口。

神在創世記裡說：那人獨居不好，所以神造了一
個配偶來幫助他，這是教會很重要的文化，是神所看
重的。耶穌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以馬內利，意思是神
與我們同在，我們的神很在意陪伴這件事。所以從舊
約到新約都非常看重神的同在，我們的神就是最佳陪
伴的示範者。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也要學習陪伴，
不要在為自己找藉口，若你不看重，你就會忽略你的
家人。你可能事業有成，但你的婚姻亮紅燈；你可能
事業有成，但你的孩子對你很陌生，因為你從來都不
知道什麼叫作陪伴，如果你要常常在愛的關係裡，你
要學會這件事。英國雜誌期刊有次報導說：「常常感
覺到孤單的人，心臟病風險比不感覺孤單的人高出
29%，中風的機率高出 32%。」所以活在愛的關係裡、
深度有感的陪伴，你可以活得更久、活得更健康。 

「38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
不喜歡他。」面對苦難為什麼要陪伴同樣受苦的人，
因為在受苦中你的信仰會被考驗，你跟神的關係會越
來越遠，所以我們要陪伴他、要抓住他，以免他冷淡
退後，這是神不喜悅的。陪伴可以留住一個人常留在
教會裡面、常在耶穌的裡面。一間教會可以容納多少

人不是在於他的建築物，而是在他的陪伴力，是他陪
伴的能量。如果你想要常在愛的關係裡，你要學會陪
伴，因為當你在陪伴別人，別人同樣也在陪伴你。為
什麼陪伴這麼重要？因為他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信仰
上面可以走得更遠、更好。在信仰上如果你有屬靈的
夥伴，你的信仰可以保持在一個穩定的高度裡面，你
就會走得更好更美。「35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
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所以當你花很多心力
去陪伴人的時候，是會有賞賜的、會有回報的，而且
是加倍的。

二、如何陪伴才有果效？
「34 因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捆鎖的人，並且你

們的家業被人搶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長
存的家業。」體恤在希臘文也可翻成感同身受，專業
名詞叫同理心。你要有深度有感的陪伴，就是要有同
理心、要去體恤，這樣的陪伴會陪到對方的心裡面
去。沒有同理心就沒辦法深入，也是沒有效率、沒有
未來的陪伴。在羅馬時代基督徒大受逼迫時，基督徒
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長，因為同為受難者的基督徒能
同理心並陪伴其他受難的人，以致基督徒人數爆增，
最後羅馬帝國成為了基督教的國家。

陪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用對方法：1. 同理；2. 時
機。例如都在受苦的裡面，你的陪伴和同理會達到他
的心裡面去，那種革命情感和共同的話題，你會跟他
們成為好朋友，並為基督贏得他們的靈魂。如何讓一
個家庭的幸福延續到下一代又下一代，就是把陪伴
的文化傳承到這一代及下一代，神的祝福會一直在
裡面，因為你抓住一個精髓，就是深度有感的陪伴。
3. 信仰，你的信仰可以決定你能陪伴多久。「34b 知
道自己有更美長存的家業。」一個有信仰的人陪伴是
很有力量的，這個陪伴是可以長久的，因為神不會撇
下我們為孤兒，而且可以給對方更多的鼓勵和安慰，
他可以從你身上看到未來、看到盼望，所以你的信仰
會決定你的陪伴力有多大。

深度有感的陪伴是教會的基礎建設，也是初代
教會的文化，我們要把他找回來。夫妻的相處之道就
是陪伴，讓對方不孤單。弟兄姊妹，你想看到真道教
會的人數是爆滿的嗎？記住，要深度有感的陪伴，不
但是對你的家人，也是對你週遭的人以及神帶到你面
前的人。



主日回顧  / EVENT NEWS
│FAITH│HOPE│LOVE│2022年2月6日

掃描 QR Code 可看完整主日回顧

教會消息

筆記欄

因教會舉辦同工旅遊，2/15( 二 )~2/17( 四 ) 教會全天閉館。
> 2/17( 四 ) 禱告會改為線上禱告會。
> 2/18( 五 ) 教會正常開館。

特別主日

閉館消息

時間 : 2/10( 四 ) 晚上 7:30 
地點 : 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YouTube 搜尋 :真道教會

連加恩醫師 - 
時間 : 2/19( 六 ) 晚上 7:00 
  2/20(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 線上同步直播

2/12( 六 )-13( 日 ) 為聖餐主日
若您下週將參加線上主日 ,請事先預備無酵餅 (或蘇打餅 )及葡萄汁
一同在基督裡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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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聖經學院上半年開課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
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
的禧年。」( 路 4:18-19 )
＊時間：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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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

敬拜之夜

擘餅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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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 馬太福音 11:28)

過去，我慕道一段時間。一天我感動禱告說 :「主啊，我想要認識你，我要成為神的兒女！」；我也曾在內
心堅定的如此說 :「主啊，領我去你為我預備好的教會，因為我要與妻子一同前去，一同來信靠你！」。感謝神，
祂垂聽並回應了我的祈求，因為當晚女兒就告訴我，她要領我們去認識 ( 真道 ) 教會的朋友，參加他們在木柵貓
空的 ( 福音 ) 出遊。聽到，我心中一愣，哇！這麼快神就回應我了 ...。回憶過去，由於生活的重擔，我必須長期
在外工作，妻子她一肩承擔起教養孩子的重擔。這樣多年下來，我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並不親密，往往我的內心世
界會猶如一顆熾熱的心，冰封著一層厚厚的寒冰。曾經女兒誕生日，妻子卻遭逢難產，雙雙失去了呼吸心跳，但
奇蹟的是最終神又把她們還給了我…。當時的我不認識神，不懂得向這位奇妙真神感恩，只有內心察覺濃濃的愧
疚感…。

去年 12/26 對我來說，具有莫大的意義，因為我和我太太一起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真正成為神的兒女；
並且它是一個奇妙的受洗日，當牧師祝福、施洗並把我放入水中時，我感覺周遭的環境似乎一切都靜止了，只傳
來心臟一陣強而有力的跳動聲，一聲聲敲碎了外面包裹的厚厚冰層，當下我是全身感到火熱而內心雀躍莫名。受
洗後的兩週，我必須誠實的說，周圍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太大改變，而奇妙的是我看世界的眼光，卻有著明顯的
不同，似乎一切都突然變得美好而真實！過去在風雨中與生活不斷拼搏，那厚厚重重的外衣，如今被神整個卸去
了…。在此，我特別要感謝為我施洗的楊牧師，以及約書亞的小組長以及所有家人們 ...。我要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要讚美你，我要一心追隨你，在你大能的庇護之下大步向前走，求主耶穌基督保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不
再被邪惡、罪孽所侵襲。我要在你所應許的恩典下，一切全領受、也一切全獻上，成為你配得的孩子。感謝神、
讚美主，一切榮耀歸於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錫安家族 - 謀元牧區 _ 楊峻嶽弟兄

詩篇 103:17-18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
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就是那些遵
守他的約、記念他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2 月 6-8 日  撒母耳記上 第 29-31 章
2 月 9-12 日 撒母耳記下 第 1-4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