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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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蜜更甜 _ 廖文華主任牧師

一、蜂蜜代表什麼？
第一個是神的話，在詩 19:7-10 講到耶和華的律
法、耶和華的法度、耶和華的訓詞、命令、道理、典
章等，他們的重點都是一樣，就是神的話，而神的話
比金子還要寶貴、比蜜更加甘甜 ( 詩 119:103。今天
讓我們愛上神的話吧！我們要對神的話上癮，神的話
能滿足我們內心最深的渴望，帶給我們最大的快樂。
第二個是智慧，在箴 24:13-14( 新譯本 ) 裡說智慧對
我們是好的，就像蜂蜜一樣是甘甜的，是有好的結局，
我們的盼望是不會斷絕。如果你今年渴望更多的智慧，
來跟神求且不斷的學習和傾聽別人說話，並在日常生
活中要有安靜及內省的時間。
第三個是恩慈的話 ( 箴 16:24 新譯本 )，我要鼓勵
你在所有關係裡，選擇說恩慈的話，這些恩慈的話就
如蜂蜜一樣，使人心裡覺得甜甜的，使人得著醫治、
骨頭得著健壯。若我們常說批評、論斷或負面的話，
只會讓人覺得心裡發苦。第四個是神要帶你進入的祝
福 ( 出埃及記 3:8)，今天耶穌要把我們從罪惡當中救
出來，把我們從貧窮、疾病、失敗、咒詛裡面帶出來，
神不止要赦免我們的罪，還有些仗是要打的、是有些
任務要完成的。基督徒的生命不要停留在原點，要知
道神要把我們帶到祝福的裡面，我們需要帶著信心和
剛強去面對那些挑戰和考驗。
第五個是精神大振，更大得勝，在撒母耳記上
14:26-30( 當代譯本 ) 裡，約拿單沒有聽見他父親叫以
色列人起誓，他伸出手中的杖蘸蜂房的蜜吃，立刻精
神大振。約拿單說：「我父親使大家受苦了。你看，
我只吃了少許蜂蜜，就精神大振，如果大家吃了從敵
人那裡奪來的食物，我們就會殲滅更多的非利士人。」
這裡的蜂蜜代表神要振奮你的精神，有時我們進到灰
心和沮喪的裡面，有時會有放棄的念頭，但我要告訴
你，從天上降下來的蜂蜜代表神要振奮你的心，要把
你帶到更大的得勝裡面，你要相信從天上正有蜂蜜滴
落下來。第六個是愛情，在雅歌 5:1( 當代譯本 ) 裡用
很詩意的方式來表達新郎擁有新娘作為他的花園，歌
詠婚姻中的親密和美好。這裡談到婚姻中的性，神所
創造的性不是羞恥和骯髒，性在婚姻中是極美的禮物
和祝福。仇敵惡者的詭計就是讓人去追求那些婚外的
花園，就忽略了神賜給他婚姻中的花園。除了婚姻這
裡也是談我們與神的親密、我們與神在靈裡緊密的關
係。新郎與新娘之間的緊密二人成為一體的，我們與
神也要成為一靈。
二、我對蜂蜜的反應是什麼？
葡萄園運動是個屬靈的運動，它很深刻的影響到
幾件事情，影響到多倫多祝福、國際禱告殿、敬拜讚
美。葡萄園運動的創辦人 John Wimber，他本在樂團
工作，後來嚴重酗酒，他的太太嚴重憂鬱，兩人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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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1963 年在彼此不知道對方情況下，兩個人分
別信了主。我們當中可能有人夫妻關係不好，但我要
告訴你，神可以同時在你先生的心中動工，也在你的
裡面動工。1964 年他們夫妻和好了，6 月時三歲的
兒子誤闖鄰居的蜂窩，全身都是紅色的傷疤。John
做了從未做過的事，他按手在兒子身上，求耶穌醫治
他。John 迫切的禱告，神奇的事發生了，遍佈全身
的 50 多個傷疤消失了，孩子安詳地睡著了。但是在
接下來的 13 年，他們只是將這個神蹟深藏起來，直
到神改變他的太太 Carol 對聖靈工作的態度。

Carol 非常反對聖靈的工作，有一天她做了一個
夢，夢中她站在一個木箱上，做她平常的反靈恩教
導。但是當她醒來時，她正在說方言。下一刻，她感
受到一個很強烈的知罪，她幾乎無法呼吸。聖靈除了
賜下恩賜，聖靈也會結出果子來。她想起 13 年前兒
子經歷超自然的醫治，那天 John 確實遇見主了，但
是因為 Carol 太剛硬，所以影響了先生，去否認這個
經歷。我們當中可能有先生或是太太常告訴對方：你
不要太火熱、你不要太相信神、你不要這樣的奉獻和
委身 ... 等等，我求神今天來造訪你、求神來改變你。
在我們內心有一塊其實並沒有完全相信聖靈，
Carol 所經歷到的知罪，可能也是我們有一天會經歷
到的。同時，神也在 John 身上動工，1977 年他因
旅行而筋疲力盡，血壓高，頭痛欲裂，在入睡前，他
絕望地祈禱上帝會告訴他，他的生活出了什麼問題。
半夜，神用這句話叫醒了他：「John，我看到了你
的事工。現在我要給你看我的！」這是 John 基督徒
生活的轉折點。神在真道教會不是要看我們的作為，
是要看祂的作為，是要看聖靈的作為。
John 的教會開始經歷許多的神蹟，神蹟不是關
乎我們是關乎神，是關乎神的憐憫和愛。神讓 John
看到一個異象，在天上有一個很大的蜂巢，不斷有蜂
蜜滴下來，有人歡喜的領受、有人不願接受。神對
John 說這是我的作為，有些人看它是祝福，有些人
看它是攔阻，聖靈的作為也是如此。國度的真實就是
神給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憐憫、醫治和愛。你要做的
就是大大的張口，因為飢渴慕義的人必得飽足。
最後，我們要投身其中、沈浸其中，今天我要
祝福各位，整個人埋進神要給你的蜂蜜裡面，要把神
的話吃進肚腹裡。我宣告在這一年當中神的話像蜂蜜
從天上滴下來進到你的生命當中，神要把你帶進祝
福、恩典和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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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全人更新營

期待生命能夠經歷神所賜的美好嗎？ ※ 時間：3/11（五）晚上 6:30 至
盼望生命能夠突破困境經歷成長嗎？
3/12（六）晚上 7:00
全人更新營會能夠讓你領受聖靈大能！ ※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名額有限，報名詳細請至真道教會官網！
經歷神的美好、使生命再次更新！

B30 升學講座

得勝者補習班劉駿豪主任親自解答
邀請孩子為高二高三的學生來報名
參加，透過落點分析選填出最適合
最有優勢的大學和科系。

落點分析時間：3/6( 日 ) 晚上 6:30-9:00
地點 : 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報名請洽：洪小姐 02-2311-6767 ＃ 485
報名請掃 Qr code

兒童活動 | 微笑星球
日期
• 九大智能，課程多元
時間
• 人際訓練、團隊合作
地點
• 創意學習、開發潛能
對象
活動詳情與報名請掃描 QR code

3/12 ～ 5/28
週六上午 10:00-12:00
真道教會 4 樓教室
小學 1-6 年級

教會愛幫－週六兒少活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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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活動 | WAVES 浪潮社

筆記欄

• 國中限定：
1. 趣味桌遊
2.SWITCH 大冒險
• 高中限定：
1. 時尚韓流彩妝及穿搭
2. 怎麼拍都「型」手機攝影

日期 | 3/5 ～ 5/28
時間 | 週六下午 12:30-2:30
地點 | 真道教會 4 樓教室
對象 | 國、高中生
活動詳情與報名
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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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 / B30 家族 - 陳澤牧區 _ 陳偉曦弟兄

我從小在基督徒家庭長大，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從警至今工作已滿三年。在基層工作很辛苦、且每天都會見
到社會的黑暗面；包含職場上的次文化，與自己基督信仰的價值常常產生很大衝突。往往我都要不斷的去壓抑自
己，不去理會這些衝突並且選擇逃避。此外，我對自己在職場上短期目標 : 是希望能夠考取國家三等考試、並且
順利陞職，所以打從踏入這一行的第一天起，我每天都向神禱告…，然而第一、二次的考試都失敗…，周遭的人
都譏笑我，甚至不斷地用謊言對我說，那個考試很難考的，不要白費力氣了…等等諸如此類的話。每每聽到這類
的話，我對神的信心就會開始動搖，甚至心裡頭認為神不會跟我說話。神，祂離我太遠了…。

前年落榜之後，小組長以及組裡的弟兄，詢問我要不要參加「全人更新營」。我心理抱持著去看看也沒有什
麼關係，反正我能夠領受的應該就差不多是這些了，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神應該也不會對我說什麼話。
結果，在一堂課程結束，大家一起禱告而聖靈運行的時候，文華牧師突然說出神給他的一個感動；就是祂有話要
對一個「老家在花蓮，現在在新北工作的人說話」，請這個人到台前來！我當時想說應該不會是我。結果等了一
下，我左顧右盼發現沒有任何一個人出現。牧師不放棄，強烈做第二次呼召，此時我心裡一個突然想法湧流而出；
這促使我勇於走到台前接受神的話。一切來的太突然了，當同工為我按手禱告，預言中告訴我說 :「孩子，不要
疑惑，從現在開始、是我帶你離開你現在的工作環境；並且要提升你。當你依靠我的時候，就會滿有能力的面對
前方各種的挑戰！」當我聆聽、領受這個預言時，我深深地知道這是神正在對我說話，是神祂在我信心動搖、軟
弱的時候，透過文華牧師及服事同工對我說話，並且神要堅固我對祂的信心！當下，我痛哭流涕無法自已，內心
不斷的吶喊 : 「阿爸父啊，孩子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結果在這場聚會裡，我領受了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豐盛恩典；就是去年 11 月 22 日放榜日，我終於順利考上了 !! 當下，就在看到榜單時我跪地謝恩，邊哭邊向神
獻上我感謝的心。「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太 21:22)。感謝主，神是又真又活的！祂的
應許也是真實的！願將一切榮耀歸給祂！阿們。

本週背誦經文

彼得前書 2:20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什麼可誇
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
看是可喜愛的。」

C3讀經進度

2 月 20-26 日 撒母耳記下 第 12-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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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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