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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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得影子裡的那一位 _ 連加恩醫師

19 世紀末有本暢銷書「耶穌的腳踪」，副標是 -耶穌會怎麼做？有很多基督徒被這本書影響，這也成
為當時的社會福音運動。我們要去思想，如果耶穌在
世的話，祂會關心的人、會去的地方、會做的事是什
麼。就像真道教會這些年，我們在萬華地區、在大台
北地區，甚至在全台灣地區很多偏鄉及弱勢的孩子所
做美好的事，其實就是今天信息很好的一個表現。
徒 5:12-16 這裡講到使徒在耶穌升天以後聖靈降
臨，使徒得到聖靈的能力，在民間行了很多的神蹟奇
事，甚至有人期望在彼得經過的時候，能夠被彼得的
影子掃過；當影子投在誰的身上，那些人就好了。路 4:
40-41 這裡提到耶穌在曠野，受撒旦試探四十天之後
被聖靈充滿。耶穌在開始醫治、釋放、傳福音的事工
之前，醫好了所有的人、趕逐污鬼，無論害了什麼病
都被帶到耶穌那裡治好。這裡耶穌就好比是師父，彼
得就好比是徒弟，師父與徒弟做一樣的事情，就是醫
病、趕鬼、醫好所有的病人。

徒 5:15「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兒
照在什麼人身上。」影子裡面到底有什麼？影子這個
字原來是可以當動詞，當你是個見習生的時候，你跟
在你的師父身邊，你就是他的影子，如影隨行的跟在
他身邊。彼得是耶穌的門徒，跟隨了耶穌三年半，跟
在祂的旁邊學習。當有一天師父看這個門徒可以了，
他就可以放手給徒弟了，這個本來是躲在耶穌身後的
彼得現在走到前面，而站在旁邊的耶穌變成了彼得的
影子，耶穌變成分擔的人。當耶穌差遣聖靈來在彼得
身上，讓彼得有耶穌的能力，所以在彼得影子裡的那
一位就是耶穌。藉著聖靈的同在，把耶穌的同在彰顯
在彼得去的地方。

為什麼師父要躲在徒弟的影子裡呢？在雅 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
轉動的影兒。」這裡講到宇宙間所有正能量的來源只
有一個，就是天父，因為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
的賞賜都是從神來的。即使你不認識神，你也一定經
歷過神的良善所散發出來的對你、對我的安排，世上
的人都可以享受祂創造一切的美善。天父對你的良善
永遠都是日正當中、永遠都是在祂的高峰，你的影子
也不會轉動。
約 14:9「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
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們所信奉的是聖父、聖子、
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來 1:3「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
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耶穌
可以充分表達出天父，人看了耶穌就知道天父是什麼
感覺、是什麼性情、是什麼樣子。我們剛講天父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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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但是祂卻差派祂的獨生愛子來到
世上，祂是真光照亮生在世上的人，生命在祂裡頭，
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
能的命令托住萬有。所以當人看到耶穌，可以揣摩得
知天父是什麼樣子。在英文裡翻譯為：祂是精確的、
是正確的表現出天父的本質。

一個人若要代表另外一個人，是不可能完全一
樣，一定會有偏差。聖經說耶穌可以百分之百精確
的、完整的代表天父，是沒有偏差的，因為耶穌是天
父本體的真像，所以當人看見耶穌就如同看見天父一
樣。約翰說他見過耶穌的榮耀 ( 約 1:14)。但問題來
了，耶穌從死裡復活、升天，經上說祂現在在至高者
父神寶座的右邊，等著將來再來審判全地。21 世紀
的我們已沒有機會與耶穌面對面，怎麼辦？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
明出來。」約 14: 26「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
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
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聖靈就是耶穌的靈，跟耶穌一模一樣，當聖靈
來的時候，就是把耶穌的真實、能力，啟示給我們。
所以耶穌怎樣代表天父，聖靈也同樣代表耶穌，把耶
穌的真實啟示在地上。二千年前門徒與耶穌行走的時
候，人們是看得見師父與徒弟的。但這次這位師父是
住在彼得的影子裡面，祂與彼得一起醫病、趕鬼，但
世人只會看到門徒，不會看到這位在影子裡的師父。
耶穌說：父怎麼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父差遣了耶穌來代表父，好讓人們看見了耶穌就
如同看見了父。耶穌說我差遣你們，好讓人們看見了
你們的好行為，就歸榮耀給你們在天上的父。耶穌其
實沒有離開，祂透過聖靈繼續與我們同在。二千年前
祂一次只能與十二位門徒一起走，二千年後透過聖
靈，祂一次可以與所有跟隨祂的人同行。這次師父願
意授權讓徒弟來做，師父在旁邊看。人們或許不能直
接看到師父，但他們看見你所說所做的，會因此歸榮
耀給在天上的父。所以我們才需要做耶穌會做的事
情、說耶穌會說的話。有時神會特別設計一些時刻把
人帶到你面前，那位在你影子裡的師父，想要透過你
來觸摸這個人。有時神也會差派祂的僕人使女來對你
說話，其實不是他自己講，是他旁邊的那一位，是他
影子裡面的師父、是主聖靈透過那個人來對你說話。
我們是不可能百分百的代表耶穌，但當某個人
來跟我們說話時，我們照著靈裡面的感動回應他，這
樣我們就可以認出不是我在這裡而已，還有我旁邊的
那一位師父和聖靈，祂們代表耶穌要透過我來講話。
你會發現這禮拜你開始結果子，你的心境充滿了正能
量。
掃描 QR Code 可看完整主日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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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館消息

>> 因適逢 228 國定假期補假，3/1( 二 ) 教會閉館一天。
>> 3/2( 三 ) 教會正常開館。

擘餅主日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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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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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聖經學院上半年為義工領袖開課

專門為義工領袖們開設的裝備課「SOZO 服事訓練課程」透過專業老師來學習
「有效協助容易恐懼、緊張、易怒、焦慮、不安全感、自卑 .... 等心靈需
要者」，幫助他們找回平安、喜樂、盼望、信心。
詳細資訊請看真道教會網站的課程報名內容
※ 時間：5/14、5/28、6/11、6/18、7/2、7/9、7/23、8/6、8/13、
8/27、9/3、9/17、10/1、10/15、10/29、11/12、11/19、11/26
共計 18 堂課
※ 地點：聖經學院教室
※ 課程報名截止日：5/3( 二 )

年度奉獻收據消息

筆記欄

1. 奉獻收據勾選上傳國稅局已於 2 月完成上傳。
2. 奉獻收據勾選年寄將於 3 月陸續寄出。
3. 奉獻收據勾選自取或沒有勾選，3 月底可在主日奉獻櫃檯索取。
財務室聯絡：02-23116767#467 王姊妹／ EMail:account@tru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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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 / 錫安家族 - 杏梅牧區 _ 張芳瑜姐妹

由於 2021 年疫情影響，打亂了我原本要出國遊學的計劃；也因著家中變故，家人欠下了一筆龐大的債務；
因而，我決定接下一間從不曾接觸、跨領域的業務 -- 烘焙餐飲店。不巧從開店的第三個星期起，因疫情突然升為
三級，糕餅的生意瞬間大受影響，業績一落千丈。所謂「萬事起頭難」，頂著生意困難、業績壓力的重擔，剛開
始的第一、二個月，我每天都在水深火熱地學習功課與適應環境，每一天都很煎熬只能睡 4-6 個小時。因著長時
間睡眠不足，身體開始不堪負荷，造成我免疫系統失調，脾氣也變得暴躁莫名…。

我一直想靠著自己解決問題，也常因說錯話傷害到愛我和關心我的人，更因當時感情的問題心裡常常感到一
蹶不振…。眼看所有的一切好像都要失控了，自己也無能為力解決；然而愛我的神祂開始調整改變我，我也選擇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藉著每一天的禱告、敬拜、讀經，我開始學習放手交給主；放開一切自以為對自己有益的人、
事、物。我也學習藉著禱告交託，釋放每一天的業績壓力；沒想到，奇妙、超乎所求所想的，店裡的業績突然開
始變得好起來，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恩典臨到。晚上，原本以為就要賣不完、且要報廢的食物，都常常在打烊前
的最後幾分鐘，就有神派 Uber Eats 或是 Foodpanda 忽然進來把食物都買走了；而我家裡的債務也因著神的恩
典，開始有能力可以償還得比之前更多一些。至此，我才逐漸領悟藉禱告讓神掌權，也才開始明白凡事都有神的
美意；往往人們看為不好的事，卻在神的眼中都變得極其美好，因為「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
我們的道路」；所有看似不好的事情，其實都是神化了妝的祝褔，我們只要緊緊地抓住神，相信至終神一定會幫
助一切信靠祂的人！
詩篇 23 :1-4「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
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真的很感謝父神的供應、扶持與幫助，我才能夠這樣安然無虞地走下去。最後，祝福大家
也是每一天都充滿從神而來的豐富恩典！一切榮耀歸給主！阿們！

本週背誦經文

彼得前書 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C3讀經進度

2 月 27 日 -3 月 4 日 撒母耳記下 第 19-24 章
3 月 5 日 傳道書 第 1 章
2/14-2/20 奉獻總金額 1,77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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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頻道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44號5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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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分會 │ 三峽、中壢、新竹、台中。
海外：紐西蘭(奧克蘭、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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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