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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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5 錫安牧區

使人們家庭幸福、成功興盛，進而轉化社會、拓展神國

06/19 名人講座

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建立追求神、分享愛、傳福音、作門徒的教會

06/12 廖文華主任牧師

主日回顧 / 好說難說，要說甚麼好呢？ _ 張秉聰顧問牧師

箴言 18:21「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
所結的果子。」
MSG 版本：話語給人生命，話語也會殺死人，
它們可能是毒藥，也可能是果實，我們要去做選擇。生活
中我們常會遇到兩難的景況，今天信息要分享的不是怎麼
說話，而是要說什麼話？不是技巧的問題，是內容的問題。
太 9:1-8 耶穌講了一些話，帶來了很強烈的批評與攻擊。
耶穌回應說：「你們為甚麼心裡懷著惡念呢？或說『你的
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但要叫你
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這裡主的問題是：
「哪
一個容易？」

2022年5月29日

那九個人只得到了醫治，這一個人卻是得到了神的醫治
和救恩！讓我們試想：傳福音、見證的終極目的？徒 4:12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從這節經文我們明白，主耶穌
" 不是 " 人類 " 唯一的醫生 "；而主耶穌 " 卻是 " 人類 "
唯一的救主 "。祂不單能醫治人，更要赦免人的罪孽使
人得救！

你又喜歡聽哪句話呢？「你的罪赦了」或「你起來
行走」，或者說：「你會做老闆」、「你會健康的」、「你
會賺大錢」…，這些話我都可以跟你說，但重要的是 "
為何耶穌要在地上度過三十多年？祂生活在人世間 關鍵點 " 有沒有講出來。比如：信耶穌當然會蒙福、當
有何目的？約 18:37「彼拉多就對祂說：這樣，祢是王嗎？ 然會得醫治，但什麼「叫作信耶穌」這個是關鍵！如果它
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 沒有進到真正信仰的核心、沒有罪真的被赦免，那講其
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請注意， 它的都是空話。約 1:4~5「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
王是很有權柄的，但王說的話不見得是真理。耶穌也有這 的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個權柄，但祂說：
「我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
「罪」的定義，在舊約希伯來文：壞或邪惡；在新約
主耶穌降生最終的目的是釘十字架、成就救恩，耶穌花了
兩天就完成這神聖偉大的任務。既然如此，為何耶穌要在 希臘文：未中目標、犯錯、偏離正直之途、做錯事或走錯
地上度過三十多年？因為祂要將真理、神的旨意傳達給人 路、偏離神的道、違背神的律法、犯罪。來 2:2「那藉著
類，讓世人可以靠此而活。我要說的是，重生得救是很快 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
的事情，將來到天堂也是很快的事情，但這中間的幾十年 報應。」這裡干犯是指：你們不可、不要…、做了不可、
不該做的；悖逆是指：你們要、應當…、沒有做到該做
你仍然要活著，主耶穌就是要教導我們怎麼活著。
的。在十誡裡有兩條：「當守安息日」、「當孝敬父母」，
傳講真理是要承受風險的 -- 約 8:40「我將在神那裡 這是應當要做的！前面不可做的，你做了，會帶來審判
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對主 和懲罰；反過來，當做的，你做了，則會帶來獎賞。神的
來說，說哪一句都不難，因為祂有赦罪的權柄；同時也有 兒女面對「罪」的問題，會有什麼反應？①自我欺騙 -醫治的能力，這就是祂降世為人的目的( 路 19:10；太 8:17)。 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不承認所犯的罪，結果就是繼續活
主耶穌說出了完整的真理；祂先說：「小子，放心吧！你的 在罪中。②謙卑認罪 -- 獲得神的赦免、救贖、醫治…( 約
罪赦了。」再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請注意， 1:8~10、羅 3:23)。
這不是一個選擇題，這是一個次序的問題，了解先後順序
聖靈在人身上的首要工作，約 16:7~8「然而，我將
至為關鍵！啟 1:16「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耶
穌要用這把利劍解決問題；祂要除去殘害我們、造成我們 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
問題的毒瘤。約 6:63「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 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祂來。祂既來了，就
命。」當我們把毒瘤清除乾淨了，神的話才進的來，這話 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我們要
就會成為我們的靈、我們的生命！很顯然耶穌是要人：知 自我覺醒並承認自己的罪，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從果
子去反映出我們真實的內心。自發性地對神、對人結出
罪→認罪→獲得赦免→得著救恩。( 太 9:6、約 3:17)
悔改的果子；一個願意去面對罪、處理罪的人，他的生
" 罪 " 與 " 病 " 有什麼關聯？要真正解決問題就必 命會被改變、被潔淨。羅 13:8「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
須從根源著手 -- 人與神的關係。單單醫治疾病是表面 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的、是治標的，要能除淨罪惡才能徹底的根除源頭 ( 詩
被神所看重、親近、有福的人 -- 詩 51:17「神所要
103:3)；這是對等的，有多少罪孽就會帶來多少疾病，這
罪包括信主前和信主後，所以我們要持續、嚴肅地正視及 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看。」
在神眼中誰才是真正的義人？其實我們都是罪人，但凡
對付罪的問題。
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神看那些願意真
常有人與救恩擦肩而過 -- 太 22:14「因為被召的人多， 實悔改、相信的人都是祂寶貴的兒女！願神祝福各位。
選上的人少。」這是神的心意和呼召，但回應神的不多。
路 17:17,19「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
在哪裡呢？就對那人說：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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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館消息

適逢端午節連續假期，教會閉館時間如下 :
>> 6/3( 五 ) 教會全天閉館。
>> 6/4( 六 ) 教會正常開館。

Army of God 營會 - 在愛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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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同行 - 2022 聖靈降臨日前 10 天禁食禱告活動
今年的聖靈降臨日為 6/5，邀請弟兄姐妹於 5/27-6/5 每日跟著教
會的禱告指引，也配合家族 / 牧區的禁食禱告計劃，與你的 Upper
room 禱告夥伴一起以熱烈的禱告來渴慕聖靈的造訪、更新與澆灌 !

筆記欄

星期日 :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全教會
錫安家族
B30 家族
伯特利家族

星期四 : 錫安家族
星期五 : B30 家族
星期六 : 伯特利家族

2022年5月29日

生命故事 / 伯特利家族 - 章魁牧區 _ 張咏懷弟兄

小時候成長過程中，家裡經濟有些狀況，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對金錢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去年年初，疫情在
台灣第一次爆發的時候，我被請離開原本的工作。一開始時，我心裡真的非常慌張，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每
個月要繳房租也要生活費用…在禱告過程，我注意到有政府單位開了創業課程…上完之後，我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
是資金哪來 ? 我求你幫我找資金，因為我真的沒什麼錢！禱告完，很奇妙的就有銀行主動打電話願意貸款給我，但這
一筆金額不多，就算我妥善的運用它，還是很快就會用罄。一天晚上，我被很強烈的不安全感襲擊、整夜睡不著覺，我
只好硬著頭皮爬起來迫切禱告。我說：主阿快救我！因我的戶頭已經要見底了，我真的不知道要何去何從？當我禱告
完，已經是半夜兩點半，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想看看手機有沒有什麼訊息？結果我爸就在我點開手機的霎那，大概
只隔了三秒就用 LINE 跟我說：既然你要創業，那我這邊可以給你一筆資金。哇真是奇妙阿！半夜兩點半，說實在的平
常我爸在這個時間早就睡著了。
還有一次，請小組弟兄姊妹為我的收入禱告後，一位很久沒聯絡的朋友竟然介紹了一個短期的派遣工作給我，
而且短短四個工作天，就拿到一萬多元。去年下半年，也特別請小組為我案件來源禱告後，就一連來了好幾個案子，
所得到的報酬是我以前都不敢妄想的。又今年年初的時候，有感動想帶全家出去玩。但以我過往的個性，在公司營運
還不穩定時，其實是不太可能做這種事情的；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感受很強烈，我就想說，好吧就憑信心！就在我
下訂完住宿的飯店後沒多久，就接到一件超過六位數金額的案子，真的是非常感謝神！
在神面前我要說，要面對自己的恐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走一條身旁的人都沒走過的創業之路也是如此！
這整個過程像一個奇妙的信心之旅；從一開始的每天眼壓高、睡不著覺、日夜顛倒、膽戰心驚，不知道下頓飯在哪裡，
到經歷每個月的應支付款項，總在需要支付之時，帳戶裡就有足夠的金額兌現。神的供應像烏鴉叼餅一樣，一個月、
四個月 ... 的過去，每個月都能付出應支出的款項。神帶領我面對心裡的恐懼和處境的艱難，是直接面對不逃避，並
且在信心裡靜觀神的作為。太 6: 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 」信實的神必定會看顧我們一切的需要，願榮耀都歸給祂！

本週背誦經文

C3讀經進度

哥林多前書 9:23

5 月 29 日 -6 月 4 日 約伯記第 27-33 章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
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5/16-5/22 奉獻總金額 53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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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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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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晚上堂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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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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語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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