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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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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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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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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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聚會
請洽各牧區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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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下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401教室

02/20  連加恩醫師
02/27   廖文華主任牧師 
03/06  張孟訓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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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新心向榮 _ 廖文華主任牧師
哥林多後書 4:7,16-18，保羅在這裡講了三個非

常強烈的對比：

一、瓦器 vs 寶貝 
林後 4:7 當代譯本「我們不過是瓦器，裡面卻有

這寶貝，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們
自己的。」瓦器是非常脆弱而易碎的，但裡面卻是極
大的珍寶，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事物，很多時候我們
花很多力氣在瓦器的上面，卻錯過了裡面真正重要的
珍寶。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裡面有珍寶，不要
以為我們裡面一無所有，因為神放下了恩賜、才幹、
異象、夢想、渴望、熱情在你裡面。在我們生活當中
確實會有壓力、會有困惑、會有逼迫，但我們不會崩
潰、我們不會絕望，我們不會被遺棄、我們不會死 ( 林
後 4:8-9)，因為神放了珍寶在我們生命當中，我們要
來到神的面前說：主！我的裡面有珍寶，這個珍寶會
幫助我們面對一切的困難和挑戰。

這個珍寶有莫大的能力 ( 林後 4:7)，能讓我們從
焦慮中平靜下來的力量是從神而來的，當我們向神宣
告的時候，神的力量就像海浪一樣護庇了我。這個珍
寶就是耶穌 ( 林後 4:10)，耶穌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愛、
耶穌為我戰勝死亡、祂復活的能力都在我裡面，這是
最珍貴的。所以，我們不氣餒 ( 林後 4:16)，身體雖然
日漸衰殘，內在的生命卻日日更新。「氣餒」在和合
本就是「不喪膽」，我們不要對神、對服事、對周圍
的人失去我們的心，也不要輕易的放棄，因為有耶穌
這個珍寶在我們裡面。我們要常在我們生命中按下更
新鍵，讓我們屬靈的生命被更新，我們的思考模式、
看事情的眼光就被更新了。

二、痛苦 vs 榮耀
我們不要選擇逃避痛苦和麻煩，這些小麻煩卻為

我們創造了超過他們的榮耀，如果我們逃避應該面對
的痛苦和麻煩，我們就會錯過巨大而且恆久的榮耀。
有些時候去向別人道歉跟和好是很麻煩的、是有點痛
苦的，可是如果我們逃避這個痛苦和麻煩，我們會錯
過更大的榮耀；有些時候做屬靈的操練是麻煩的，但
是如果我們逃避，我們會錯過很多巨大且永遠的榮耀。
神不希望我們錯過這個榮耀和獎賞。林後 4:17 當代譯
本「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難正在為我們成就極大無比、
永遠的榮耀。」你現在還在苦難和麻煩的當中，但你
沒有看見的是神現在正在成就、神現在正在你的生命
當中動工。我們當中有疾病的，神正在醫治；我們當
中有經濟缺乏的，神正在供應；有在事業上面臨競爭
和瓶頸的，神正在突破。

三、看得見的 vs 看不見的
林後 4:18 當代譯本「我們注重的，並非看得見

的事物，而是看不見的事物，因為看得見的事物都是
暫時的，看不見的事物才是永恆的。」我們看得見工
作所賺的錢，但很多時候我們看不見服事的獎賞、我
們看不見傳福音的冠冕、我們看不見奉獻積財寶在天
上，神在這個地方把我們拉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來看事
情，不是只用地面上的層次來看事情。在這裡神告訴
我們，要聚焦在那些看不見的事情上面，看不見的其
實是更持久的。

我們在參與服事的時候，我們會開很多次的會
議，但我們可能只禱告了一次，我們常用看得見的會
議來解決事情，但常常忽略了禱告。我們當中也有
很多人常用看得見的方法試著要解決問題，但卻不
願意用禱告來解決問題，因為禱告的結果你看不到。
孩子的童年也是你看不見的，很多人看重看得見的工
作和賺錢，卻忽略了孩子的童年，至終，當你年老的
時候，最多回憶的卻是被你忽略的。你應該更多看重
那些你看不見的事情，因為神說那看不見的才是永恆
的。

今天我要鼓勵你的是調整你的焦點，把你的焦
點放在神很看重而你卻看不見的事情上。我們要注重
那些看不見的事多過看得見的事，要調整我們的眼
光，林後 4:18 在 NLT 直譯為：「所以我們不去看現
在能看到的麻煩；相反地，我們將目光集中在看不見
的東西上。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事物很快就會消失，
但我們看不到的事物卻會永遠存在。」我的眼光怎麼
去看到看不見的東西呢？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天父，但
耶穌基督彰顯出天父完全的恩典和完全的真理、彰顯
出天父完全的慈愛和聖潔，所以當我們看見了耶穌的
時候，我們就看見了那個看不見的天父。 ( 約 1:14,18
新譯本 )

在撒母耳記上 10:22-24 裡，神為以色列人選擇
了掃羅為王，掃羅本是一個非常膽小的人，當他遇到
神的同在時，他的心靈就煥然一新。但是當你煥然一
新之後，你的生命每天持續的被更新就是你的責任。
我們要每天來到神的面前說：主！今天再一次的來更
新我，讓我們有一個內心的改變和目光的轉換。

弟兄姊妹，當神要動工的時候、當聖靈要運行
的時候，你的心要站對位置。如果要看到新的榮耀降
在真道教會，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心、新的眼光，
我們要擁有父親的心，我們要準備好以迎接神的復興
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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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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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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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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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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傳統信仰的家庭中，不過當時父母並沒有強迫我們一起跟著拜，有印象是小時候遇到廟會、曾經被
七爺八爺嚇到，所以內心對傳統信仰有點陰影；會感覺害怕、不喜歡，也因為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出來工作幫忙
家裡經濟，所以更是認為「凡事靠自己」最踏實！漸漸…我成為一個無神論者。結婚之後遇到人生最大困難，就
是面對婆媳關係；由於婆婆個性很獨特、不易相處，我常感覺受到很大壓力，對婆婆不合理要求，也不敢反應自
己想法，只能凡事往肚子裡苦吞。在先生過世之後，我面對婆婆的壓力變得更大了…。婆婆情緒一直起伏不定，
對我百般刁難，那樣的日子內心痛苦是無法形容的…！我另一個困難是經濟上的；先生是經營起重機、堆高機出
租生意的。自先生過世之後，我只能硬著頭皮承擔起整個公司，這對我一個女人家來說，實在很不容易！白天我
為了撫養三個孩子，努力工作賺錢，晚上還要面對婆婆各種狀況…現在偶然回想起來，還真不知道我是怎麼熬過
來的…。

後來我有一個工作機會，是被聘到一個大家庭裡擔任廚師和保母。那個家庭是信耶穌的，雖然我只是一個被
聘的；但在工作這七年當中，我深深感受到這一家庭傳遞出來的愛和溫暖，除了家人之間彼此有相愛的好感情，
也看見他們有很好的生命品格見證，這讓我覺得好生羨慕與嚮往，很想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生活？在一次朋
友聚餐中，我認識了一位真道教會的美琪姊妹，她邀請我去參加教會活動。在唱詩歌的時候，我內心不知道為什
麼覺得好感動，眼淚一直流，明明我是第一次來參加教會活動，但是我內心真的好感動！這一份愛就是我一直在
尋找的，終於我找到了！來教會一個月後，我就毅然而然的受洗成為基督徒。很感謝主奇妙的預備和帶領！信主
之後，雖然生活仍有很多問題和困難，但我知道我可以跟耶穌禱告，求主幫助我！我常為自己也為婆婆禱告，求
神幫助我有耐心、勇氣、智慧和婆婆相處，漸漸地我發現內心更有力量和勇氣，可以對婆婆說出心中的想法；也
發現我可以用神的眼光來看待婆婆、進而諒解她，現在心中的壓力和痛苦漸漸被神釋放，感謝讚美主！在工作和
經濟上面，耶穌一直幫助我，常常得到老闆賞識，就無緣無故幫我加薪，讓經濟上我常有主即時的供應。真是感
謝神的恩典！願一切榮耀歸給神，阿們！

錫安家族 - 淑蘋牧區 _ 吳桂英姐妹

哥林多前書 10: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
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
你們能忍受得住。」

2 月 13-19 日  撒母耳記下 第 5-11 章

1/31-2/6 奉獻總金額 745,371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