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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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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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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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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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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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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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百變媽媽 _ 邱競慧姊妹
人生的困難百百種，而我的課題是永遠都在圍繞著

財務和金錢打轉。在我幼稚園時父親再娶，沒多久父親離
婚，就把我和姊姊托給祖母照顧。我的祖母是個很棒的基
督徒，我童年所有快樂的回憶，全部都是來自於教會，我
也養成了凡事跟神禱告的習慣。父親生意失敗後，我們就
常為錢奔波，也造成我對金錢有缺乏的不安全感。直到小
學五年級，媽媽才把我們接回去照顧。我媽媽常說：「神
是顧念孤兒寡母的神」。這麼多年來，我媽媽從來沒有批
評過我的父親；我非常感謝媽媽，從來沒有將這仇恨的種
子放在我們的心靈之中。

大學時我認識了劉駿豪先生，他什麼都好就是不認
識神。當他跟我母親提出想跟我結婚時，我媽媽唯一條件 : 
一定要做完婚輔！而參加婚輔代表著需要受洗成為基督
徒。當時聽到耳中，我腦中只有四個字 :「談何容易」！但
是我們基督徒有最棒的武器就是 - 禱告。結果神差派了
一位弟兄邀請駿豪參加友會的聖誕節晚會；整晚我都很
緊張，不知是否他會像以前一樣的批評教會？但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散會後，駿豪就問一位
神學生說：為什麼剛才我一坐下來就不斷聽到一個聲音說：

「劉駿豪，放下你對基督教的傲慢、放下你對教會的傲慢。」
那位神學生很智慧地問他說：「你信嗎？」他回答 :「我相
信！」於是現場他就做了決志禱告，從此他的一生就在神
的管教當中。

結婚後，我發現他有一些習慣是我以前看不到的；例
如平時他都不會休假，但是在累積到一定假期後他就會
帶我出國，而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賭場。經上說：「神
配合的、人不能分開」，所以我不想跟他吵架。既然不能
阻止他，我就陪著他經歷輸錢的緊張和贏錢的快感。等
回到現實生活上，我們就是努力的賺錢、調錢、湊錢、週
轉。這樣長期下來，我們兩個人的人生永遠都是被錢追著
跑的。賭徒的價值觀也非常的錯謬和矛盾；記憶中在我三
次懷孕裡，他沒有陪我去過任何一次的產檢。因為壓力很
大、工作很累，漸漸在婆媳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很緊張。我
興起出去買房子的念頭，但我們實在沒有錢，只能放在禱
告中…。沒想到先生居然叫我出去看房子，更沒想到後來
我們竟然買下所看的兩間房。奇蹟似的三年後每間房都
各漲了半間房的價錢，還有位多年未見的朋友竟然打電
話來說要還我先生錢。神的奇妙幫助就像烏鴉叼餅一樣、
及時的出現在我生命當中，神也藉著房子大漲這件事教了
我寶貴的一課；就是不要倚靠無定向的錢財。

房子大漲後，駿豪就勸我賣掉房子，將所得的錢拿
去投資股票，他可以翻倍更多的錢。我真的很捨不得賣房，
但在禱告中神給了我一節經文：「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
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弗 5:22)。於是我做了一個
決定，我跟主說：「好，今天我挺祢的法則，順服我丈夫；
但是我相信，祢也一定會挺我；因我的神必不撇下我、也

不丟棄我。」當時我跟先生提了一個要求：你要把賣房
子的盈餘作十分之一的奉獻，他馬上答應。當我們拿著
現金去教會奉獻，看著錢在點鈔機上滾動時，我心裡非
常開心，因為我終於從一個窮孩子變成奉獻的人了。從
那刻起我就相信，主必看顧我；因為我把得貨財力量的
主權交在神的手中，我心裡有極深的平安。 

賭徒手上第一次握有大量的現金，他非常的興奮，
每天都可以縱橫股市。久而久之，他的心都被世界擄
去了、他的價值觀也偏差，漸漸的也對工作失去熱情。
2006 一整年他的股票成交金額是一億五千萬元，2007
年股票資金的挹注下，1-4 月就有一億肆仟多萬元，接
著 5-10 月每個月都成交一億多元。人的盡頭往往是神
的起頭，後來有位職場上的長輩看不過去了，就對駿豪
說：「你把股票今天全部都交出來，由我來接手處理，即
日清理你手中所有的股票。」礙於長輩的身份地位，他
不得不聽從，就在那日我清楚的在旁邊看著；我們是乾
淨的賭掉了一間房子。但我內心高唱「哈利路亞」、並深
感平安，因為很快地，雷曼兄弟無預警的突然宣告倒閉，
掀起了全球的金融大海嘯，股市崩盤、房市風暴等等，
但這些都跟我們無關了…。我真的很感謝神的保守，不
然以我先生這種高風險的操作，我們全家難免陷入危難
之中。

2008 年 3 月，神分別感動我們夫妻去讀生命培訓
學院。我們順服、回應神，祂送了我三個禮物：①神讓我
看到異象，我看到一桌擺設豐盛的大餐。神也感動駿豪
10 月時要送他一個大禮物，並要他寫下來以後作見證。
10 月份在一個禮拜四中午生培放學後，我們坐上計程
車直奔桃園機場，因他要出國去賭場大顯身手一番…。
但那一天在賭桌上他竟然顯得很躁動坐不住。他忽然驚
覺，這可能就是神說要賜給他的「極大禮物」，他感覺
不想賭博了，甚至覺得這一切好厭惡、厭煩！這事發生
的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不管你有沒有任何癮頭，耶穌可
以抽走你所有的癮頭、砍掉你所有的纏累。②我原本以
為兩個孩子已經夠了，但神又賜給我們第三個孩子。③
神賜給我們「得勝者」，祂藉著這個新成立的公司，帶給
我們許多的滿足。

提前 6:17「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
受的神。」這裡無定的錢財，新譯本：浮動的財富，中文
標準本：靠不住的財富。我們要常常聚焦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在瑪門身上；唯有祂才是厚賜百恩、擁有一切主
導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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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筆記欄

2022 聖經學院下半年開課！
推出 << 如何與神建立親密關係、界線急轉彎、以弗所書和腓
立比書速解、生活中的屬靈操練 -- 在情緒中與神相遇、屬靈
爭戰新武器 >> 這五門課 , 透過専業牧者和老師帶領查考讀經
及實作操練。
詳情請掃 QR CORD

在疫情這段時間，我們需要更多的倚靠神
來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
讓我們一起來到神面前單單的來禱告尋求神
透過為台灣禱告，把一切你的需要帶到上帝的面前
讓耶穌拯救台灣
時間：5/22( 日 ) 下午 4:0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2022 下半年青年們繼續攜手前行、互相扶持，同心愛神就是我
們的主旋律，因著耶穌我們更真實的對待彼此，心中常常有喜
樂並常常讚美神，相信神也會把更多的家人帶到我們當中！
時間：7/4( 一 )-7/7( 四 )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Taiwan for Jesus 禱告會

Army of God 營會 -在愛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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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算是一個很願意追求神的人，也很常聽見神對我說話，可是不知道為甚麼我卻仍然有很多的壞
習慣，以致生活沒有真正改變。例如在 Army of God營會之後，我有一段時間，連續一個月半夜三點起來
禱告；可是沒多久我卻開始很晚起床，而且還是常常無精打采的；或是我一下可以很火熱，可是過一個禮
拜之後，我的生活便開始陷在軟弱中…。我的人生一直處在 1.我想改變；2.我改變了；3.維持習慣好痛苦；
4.又回到原點。我回頭看自己的生命，總是覺得生活在一連串掙扎之後又會回到原點，這樣的結果讓我感
到非常的挫折！

但去年六月底神對我說話之後，我的生命真正開始有了改變；這樣的改變就像是漣漪一般，讓我一整
年完全變成一個新造的人，做了很多過去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記得某天我正要就寢，忽然我聽到一個明
顯的聲音說 : 去買一本書叫「猶太人的說話藝術」。我上網查詢之後，還真找到一本類似的書不過它叫作「猶
太人的說服藝術」。我心想有這麼神的事嗎？也許可能真的是神在跟我說話呢！這之後我開始有了一連串
改變，第一個改變是我嘗試先從每天生活有小突破開始，祂告訴我 :「從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少單位開始，再
慢慢提高自己的目標」。舉例來說，一開始我只背 3個單字，但現在每天我可以背 10個單字。而且祂還告訴
我 :「要懂得在習慣中維持 "彈性 "，習慣才會長久」。比如我去參加三天兩夜的營隊很忙，沒時間維持平常
習慣，這時候就要彈性調整成「看 5分鐘吉他技巧影片、看 5頁的書…」，重點是維持「每天」都要完成。最後
這個習慣不只讓我學會英文和吉他，也大大影響了我靈修的生活，讓我跟神的關係經歷一個很大突破。

在去年寒假營隊，神也給了我一個念頭，祂告訴我 :「你要開始跟小組員一起讀聖經」；而奇妙的是，營
會前已經有小組員提出想要大家一起讀經了。這一切好像都已經事先安排好的，於是我們開始每天讀聖經，
一讀就是一年。感謝主，透過每天讀經的習慣，也間接養成我能每天做其它事情的習慣。試想如果當初營
會中，神沒有叫我要開始讀經、對我說話，那或許這一連串的改變就不會發生；神既然對我說話，改變我的
生命，相信大家也同樣可以經歷神的改變。曾經耶穌這樣對我說話 :「立即順服」！我順服了，生命也開始產
生連鎖變化；不僅讓我戰勝自己，進而建立很多良好習慣，至終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願將一切的
榮耀歸給神！

B30 家族 - 任雅牧區 _ 黃濟華弟兄

馬太福音 9: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
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5 月 15-21 日  約伯記第 13-19 章

5/2-5/8 奉獻總金額 963,885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