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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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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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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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聚會
請洽各牧區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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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下午兒童主日學
週日 13:30-15:30 真道教會401教室

本 週 講 員

廖文華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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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經綸 長老、楊慧芳 師母
06/26   幸福講座-陳佩珊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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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我服了祢 _ 錫安家族
楊謀元牧師

「聖靈降臨節」又稱為「五旬節」，「聖靈降臨節」
不僅僅是慶祝過去，或引發對教會輝煌日子的懷念，也
是對夢想的邀請。要記得，神的教會 ( 天國大使館 ) 永遠
缺乏向這個世界一個福音使命的交代，而這世界要向教
會汲取、支領的豐富仍然很多；是因基督的豐盛。彼得引
用了先知約珥的預言，向當時很困惑的人們解釋「聖靈
澆灌」這件事 ( 徒 2:17-18)。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大能
的教會仍然能夠向困惑的世界、人們，解釋很多聖靈超
自然、大大運行的事件。

每個屬神的節期都有其不同的目的，譬如：「逾越
節」是慶祝神的拯救；「住棚節」是慶祝神的榮耀與祂的
百姓同住；而「五旬節」這個神所定的日子，就是天門打
開、神的供應要澆灌下來的日子！在可 1:10「祂從水裡
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祂身上」
" 天裂開了 " 表示在當時天上有一個超自然的徵兆顯現！
神在告訴我們，祂渴望打開在我們上面的天門，傾倒祂
的豐盛祝福，來滿足教會以及我們弟兄姊妹一切的需要。
那就是 [ 五旬節 ] 的意義！五旬節這個主日，我們就是要
來尋求神、並預備心領受祝福的時刻。我們特別期待神
要賜給教會 : ①一個新層次的經濟和物質上供應的祝福；
②一個全新層次的啟示被打開！③一個祂聖靈的 新造
訪 - 就是神的同在與信徒能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生命
帶來極大的翻轉 - 更新、改變！我們也宣告 : 一個新的神
國度次序和祂執掌的權柄，祂在祂百姓裡的心意，要藉
著祂的身體就是教會建立起來！當我們帶著感恩的心來
尋求神豐富供應之時，我們就是就定位來迎接未來的倍
增、成長和突破。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我服了祢」，我們
不要口服心不服，要心悅誠服的降服在神面前。我們要
禱告、等候祂更大的榮耀降臨。

吳杏梅傳道
「靈」是神創造來讓我們能夠跟神溝通的管道，我

們可以透過我們的靈來跟神交通；透過敬拜、禱告、讀經，
讓神的能力來幫助我們，就可以越來越快樂、越來越蒙
福；而我們的生命和環境也能夠被神祝福和改變。我們
不只要受水的洗，更要受聖靈的洗 ( 徒 1:4-5)；在我們還
沒認識神之前，生命中有很多的污穢；藉著信而受洗，使
我們的生命被洗淨、更新，成為新造的人。受 " 聖靈的洗
" 就是要被聖靈大大的澆灌和充滿 ( 徒 1:8) 聖靈會給我
們能力為主作見證。耶穌在地上時能行醫病、趕鬼…等
神蹟奇事，是因倚靠聖靈的能力 ( 路 4:14)，所以我們也
必須要靠聖靈超自然的能力，才能夠做成神的工。

聖靈充滿能使我們生命得到很多好處，這裡列舉兩
點：①活出豐盛健康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我們在信主前，
自己坐在生命的寶座上，以致我們的生命產生各樣的混
亂、不安和壓力。信主後，透過聖經教導、以及我們的敬
拜禱告，聖靈超自然的能力就護庇在我們身上。而當聖
靈一次又一次的進到我們生命裡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
會不斷被潔淨，漸漸地會越來越願意降服在主的面前，

讓基督坐上生命的寶座，就能讓基督來掌管我們的生
命。②願意順服神 ( 加 5:24-25)；我們靠著聖靈的能力，
我們才能完全順服神，並結出聖靈的果子。

當我們願意更多被聖靈充滿時，才能完全放下自
我，生命真正的謙卑降服，也才能對聖靈愈發的敏銳，
聽到聖靈極微小的聲音。我要鼓勵弟兄姊妹：更多的方
言禱告、經歷聖靈超自然的能力，使我們的生命被更新
改變，並活出真正順服的生命。

汪林玲霈傳道
追求聖靈是與神建立一段親密關係的開始，當我

們開始追求和渴慕聖靈能力的時候，我們需要認識這
個能力背後的「主聖靈」。神藉著聖靈行了許多神蹟奇
事；而神不單要彰顯祂自己的榮耀作為，祂也看顧我們
內在的生命品格 ( 加 5:22-23)。一種聖靈的果子代表我
們一種生命的品格。其實，神對人的生命品格是有很大
的心意；當人越發順服聖靈帶領的時候，就越能結出聖
靈的果子來。我們要學習聆聽聖靈的聲音，並進到與聖
靈同行的生命旅程。降服之前必先有順服的生命，而願
意順服是來自於信任的關係。今日我們渴望聖靈更多來
澆灌我們，並在真道教會行更多神蹟奇事。阿們！

彼得曾貼身跟在耶穌身邊，與耶穌一起經歷很多
神蹟；但最後他卻三次不認主，甚至重操舊業回去捕魚，
是因彼得沒有辦法面對他生命中的軟弱。在五旬節那
天，聖靈挪去彼得的羞愧、給了他信心勇氣，使他的生
命被大大的翻轉，以致他能勇敢的站起來第一個為神
發聲。我感謝神在我生命裡有很多的工作，祂帶領我離
開當時的工作環境進到全職的服事領域；其間我經歷了
徬徨、流淚、無助，然而神要我完全的相信祂、祂會負
我一切的責任，祂更賜下安慰和鼓勵的話，帶領我經過
流淚谷進到豐盛蒙福之地。

聖靈降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得著能力；這能力是由
裡面發出來的。我們可以成為神榮耀的器皿，去醫病趕
鬼、行神蹟奇事；但神更想做的是在我們裡面有一個完
全的轉化，並全然降服聖靈的帶領。

陳淑蘋傳道
今天，我們要來對付我們生命中的熟悉感，我知道

大家對聖靈的充滿和澆灌好像很熟悉，對今天的信息
好像有很多的耳熟了解，但這也是我們需要去對付的，
因為如果我們覺得自己好像都懂了、好像都經歷過了；
那我們的生命就不會再成長。今天我們要來對付這個、
我們要來捨下這個，我們要再次對聖靈有極深的渴慕，
渴慕更深的進入到與聖靈親密的關係裡，渴慕更深的
來降服於主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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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筆記欄

第九期 幸福講座 【聽見・新生命】

暑期敬拜學院宣傳

肢體消息

第一場
6/18( 六 ) 晚上 7:00 
6/19(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講員：梁經綸長老、楊慧芳師母

先生從事電腦業、太太從事房地產業，夫妻在職場上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在洛杉磯也建立了一間教會，牧養眾多擁有博士以上學位的弟兄姊妹們。
遠從美國洛杉磯來到我們當中，不會說台語、不在台灣長大，但他們愛
台灣，每年帶領上百位美國大學生回台灣偏鄉舉辦英語營，服事西海岸
的孩子，並在台中、雲林、彰化…等多個地點建立 9間福音據點。

第二場
6/25( 六 ) 晚上 7:00 
6/26(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講員：陳佩珊姐妹

長富國際地產負責人、全福會啟示性禱告團隊同工、全福會福妻薈核心
同工、長富總經理 /全福會台北聯會執行會長－鄭哲昇的妻子
28 歲那年先生財務崩盤債臺高築，堅持陪伴先生一起面對債務困境，身
心經歷巨大的煎熬後沒想到卻又再面臨先生接二連三的外遇，歷經婚姻
中一再的重創，破碎的夫妻關係如何被修復？傷痕累累的心如何被恢復？

真道教會的核心價值是人人成為敬拜者，我們期待下一代也可以從小開始學習
敬畏神，愛神，讓耶穌基督成為生命中的首位，培養成為一個敬拜者的生命，
所以 Before30 家族第一次和 TC Lighthouse 敬拜團合作舉辦暑假敬拜學院，
期待透過歌唱及樂手技巧課程以及真理教導，幫助更多渴望敬拜服事神的青少
年在暑假開啟敬拜之路。

目標對象：國小 5年級到高三穩定聚會的會友進行召募
課程內容：我們也找了專業的師資，從 bass、吉他、鼓、鍵盤、歌手都有，
          從樂理到專業技巧的教學。

課程時間：7/2-8/28，每週六上午 9:00-12:00；每週日下午 3:30-5:30
報名及繳費方式：報名繳費都從教會官網就可以完成。

本會會友陳花仔姊妹，程書昌弟兄的母親已安息主懷，將於 6月 16 日（四）上午 7:00，假
辛亥路第二殯儀館至善 4廳 2樓舉行安息禮拜，請弟兄姊妹撥冗參加，墾請代禱求主安慰家屬。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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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與大家分享我們幸福小組，如何在疫情艱難的環境下，一起經歷神奇妙的作為。相信大家在這一期
開始時應該都很有感。由於疫情不斷持續擴大，我們都有些舉棋不定，不知幸福小組是否要開而感到徬徨恐懼。
在預備週時，我們一位幸福同工的女兒確診了，我就有個想法還是不要開好了。但透過禱告，神的感動依舊在，
所以我們憑著信心、咬緊牙關，同工同心協力一起往前開啟這「幸福之門」。在邀約 Best 的過程中，我們著實經
歷大大的驚嚇；因為 Best 陸續有人確診需要居隔，也有很害怕來參加聚會的。我心想，該不會就邀不到 Best 吧。
那怎麼辦 ? 但想想過去，神每期都不曾讓我的禱告落空，所以我相信天父爸爸是信實可靠的！

在這孕育的過程中，我能做的就是禱告仰望神。選擇好固定 3 位同工為 " 幸福班底 "，一起接下這神派的「超
級任務」。感謝主，耶和華以勒一切神都有預備。輝如小組長傳福音給 Best 麗卿姐妹好久了，終於在第二週她來到。
她感動的說 : 我特別從新竹一路趕過來。她說 : 因為我心裡有一個聲音一直催逼著她來，不來不行。看著 Best
被神觸摸、聽著她的感性分享，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神親自動工的！奇妙的當天她就口裡承認、心裡相信，並且接
受了點水禮。宏禮弟兄說：在聚會中他感覺祂 ( 神 ) 在！因他感受到有一種 " 能量 "，令他覺得很驚奇！尤其是抽
天父小卡時，他抽出第一張，寫道「時常的祈求，神隨時的幫助」。他很有感，又說 : 我可以再抽一張嗎 ? 而第二
張寫道「現在蹲低一點，將來飛高一點」。他回應說 : 太神了，這完全是在對他說話！選禮物時，他竟然挑選了真
道教會的「恩寵米」，看來他是很渴慕神，也渴慕得著屬天的幫助。阿們 !

" 喜樂的心 " 是防疫的良藥，在疫情籠罩下，吃甜點特別能療癒人的心。感謝主，使用我所擁有的恩賜才
幹來服事祂；透過手作甜點邀請 Best 參加，並且品嚐。一週一回我用心準備的心靈聖餐和天父的話，都能帶給
Best 滿滿愛的力量。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們不斷的成長突破，這期已有二人確定要受洗了。我相信一定還有更
多更多，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復興的火正在燃燒，哈利路亞，榮耀歸神！感謝育淇傳道 " 陽過 " 後，依舊恆心的
為我們守望禱告，大家同心合意的禱告，成就這美好的果實。感謝主，神的能力在軟弱的人身上顯為完全。哈利
路亞！我們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做神所喜悅的事，我們也必蒙神喜悅！願一切榮耀、讚美都
歸給寶座上的主，從今時直到永遠！

伯特利家族 - 育淇牧區 _ 廖蔚瑄姐妹

提摩太後書 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
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
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6 月 12-13 日  約伯記第 41-42 章
6 月 14-18 日  歷代志上第 1-5 章

5/30-6/5 奉獻總金額 1,008,829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