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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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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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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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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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你是更卓越的尋道者嗎？ _ 張秉聰顧問牧師
從使徒行傳 2:41~47 中可以看到初代教會信仰

生活的樣貌，他們信仰生活的活動場所大都是在聖殿
裡和家中；他們的活動內容有：受洗、祈禱、讚美神、
學習使徒的教訓、團契生活、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分享愛筵、凡物公用等。對比我們現在的教
會信仰生活，明顯地缺少了「讀經」，因為他們沒經可
讀。當時的聖經只有手抄本，通常只有在會堂裡面，
由管會堂的人負責保管，所以若要學習聖經就要來到
會堂，由專門研究聖經的人來教導。當時他們雖然聖
經不普遍，但他們對聖經都很熟悉；相對的現在我們
的聖經很普遍，但我們對聖經卻不一定很熟悉。

保 羅 稱 讚「 庇 哩 亞 人 」是 更 卓 越 的 尋 道 者，徒
17:10~11a「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
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這地方的
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這裡的〝賢於〞是一種比較；
不是〝好〞與〝壞〞的比較，而是〝好〞與〝更好〞的比
較。我們應該要天天與自己來比較；我們有沒有更進
步、有沒有心意更新而變化，當然，更重要的是要〝卓
越〞！庇哩亞人在甚麼地方更優於帖撒羅尼迦人呢？
首先，保羅是非常肯定帖撒羅尼迦人追求真理的態度
( 帖前 2:13a)；他們帶著很渴慕、單純的信心，領受了
保羅所傳講的真理，並且視為是神的道。同時反對保
羅的人也動員一些市井匪類，並帶動整個的城市起來
反對保羅。在安全的環境和可信賴的帶領者之下，跟
隨者有這樣的順服、單純是好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
我們現在生存於一個非常複雜、險惡的環境中，我們
不能只是單純。

保羅一再提醒帖撒羅尼迦的信徒們要注意潛在
的危險 ( 帖前 5:19~22；帖後 2:2,15)，要清楚分辨〝是
真？是假？〞，也要清楚分辨〝是神？是人？〞，千萬
不要把「神的真理」當作「人的道理」( 來 1:1~2)，也
不要把「人的道理」當作是「神的真理」( 太 15:9)。我
舉一個實例來做說明：有一個基督徒曾經因為經濟有
困難而向神禱告，他覺得聖靈感動他去買樂透，果然
中了十幾二十萬。你可以說這很奇妙，但這是聖靈的
感動嗎？是啟示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絕對不是
真理，我們也不能這樣來教導別人。聖經不是人論神
的話，乃是神論人的道。所以要好好認識自己，要好
好認真讀聖經。

保羅稱讚庇哩亞人是更卓越的尋道者。在使徒行
傳 17:11a 裡的〝賢於〞這個字真的很棒，在原文意思
為：心靈尊貴的、想法高貴的、思想高尚、開明、好品格，
在社群中屬於高層次的。他們是在什麼地方賢於帖撒
羅尼迦人呢？是他們甘心領受這道 ( 指的是保羅所傳
的 )，天天考查聖經 ( 當時只能在會堂裡讀舊約聖經 )，
要曉得這道 ( 保羅所傳的 ) 是與不是 ( 徒 17:11)，意
思是說他們要充分瞭解、保羅所傳講的跟聖經是不是
一致。我們不要因為講員很有名氣，就無條件的接受
他所講的，我們要經過客觀的求證，而求證的標準就
是 - 聖經。

追求真理需要經過求證、消化、吸收和轉化。
如：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她反覆思想天使的問安是
甚麼意思，她也將牧羊人告訴她一切的事都存在心
裡，反覆的思 想 ( 路 1:29; 2:19,50~51)，這 是 一 個
很好的屬靈習慣 --「把聽到的話存在心中，反覆思
想」。另外，是撒瑪利亞人他們因為聽見了婦人的見
證就信了耶穌，是這個見證引領他們進一步的尋求
神。見證是個人對神的經歷，有很多主觀的感受在，
不一定是絕對的真理。「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妳的
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約
4:39~42)。撒瑪利亞婦人的見證是個好的開始，引
導人們進一步去尋找真的那一位救世主 - 耶穌。

保羅一再勉勵接班人提摩太；我們需要有很好
的教師和牧者。比起初代教會，我們現在是更有福
氣的了。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是聖靈所啟示的，聖靈
就是原作者 ( 提後 3:14~16)。同樣，今天信徒學習
聖經的真理，通常都是透過牧者跟他們的講解，這
很好，但若能去求問聖經的原作者豈不是更好！因為

〝聖靈〞祂就住在我們的心裡，我們隨時都可以向聖
靈求問。

卓越地研經帶來卓越的結果；徒 17:12「所以他
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臘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
少。」〝所以〞在原文此字特別註明是〝因果關係〞；
他們卓越追求的態度就帶來各種的成效，往往卓越
研究聖經就會帶來卓越的結果！「希臘尊貴的婦女」：

〝尊貴〞與〝賢於〞是同字根，指有名望、地位、上流
的人。路加說：她們不單是有社會上的地位尊貴，更
加上了屬靈的尊貴。尊貴有很多不同的層別，試問我
們是追求那一種尊貴？我不是要你放棄社會的尊貴，
我們基督徒應該要共存這二者。

卓越地研經帶來卓越的影響；徒 17:12「男子也
不少」；神的道該有的影響力，是跨種族、跨文化、
跨性別、跨階層…，但除了我們中間聚會的男人，其
他的男人都去哪裡了？教會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數字〞是要告訴我們一些事實、提醒我們要注意些
什麼。聖經自古以來都強調「男丁」的數目，它是重
要指標，也是身為教會帶領者應該正視、深思的問題：
普遍教會群體從全職同工到義工領袖到會眾，男女
人數比例的差距越來越大。

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等的信徒都是男性
為主、都是男性發揮他們的力量，這是我們要警惕
的。現在全球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已經非常普遍，我
希望我們能成為更卓越的尋道者，而且有更多的弟
兄願意被主興起、被主大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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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
你渴望被聖靈充滿、說方言以及經歷聖靈超自然的醫治嗎 ? 
歡迎參加本月的【聖靈充滿醫治大能聚會】，藉著聖靈澆灌，讓生命經歷前所
未有的更新突破 !無需特別報名，請和區牧報備後直接來參加 ~
時間：7/16( 六 ) 下午 1:30-4:30
地點：真道教會 11 樓大堂 ( 電梯按 R樓 )

暑期 k書中心
這次暑假 B30 開設 K書中心
有學長姊陪伴讀書、專業解題老師幫解答疑惑、來自導師溫暖的關心，還有甜
甜的點心讓讀書苦讀不苦毒
p.s為保證課程品質限15人，繳交500元材料費於7/12(二)第一天開課繳交。
時間：7/12-8/27
      週二 ~五｜下午 2:00-5:00；晚上 6:00-9:00
      週六    ｜上午 9:00-12:00 （可自行選時段）
地點：真道教會 4樓 401 教室
詳情請找任雅傳道 23116767#482            報名請掃 QR code

聖經學院課程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速解
你想要與使徒保羅同行嗎 ? 走進保羅書信，你將藉著本課程明白身為囚犯的使
徒保羅從聖靈所得的啟示 , 所寫下的最充滿榮耀書卷—以弗所書，和那篇充滿
喜樂並且能以安慰受苦之人的書卷—腓立比書。
報名截止日期 : 7/20( 三 )

筆記欄

全教會「領袖月會」敬邀細胞小組小組長、實習小組長、事工領袖、
幸福小組 Leader 與同工參與！
時間：7/16( 六 ) 上午 10:0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領袖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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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裡的第四代基督徒，教會的一切、聖經的經文從小到大我都耳濡目染，但我是個頸項僵硬不聽話的孩
子。出社會後「什分之一」奉獻我都沒有好好持守，總有一堆藉口、理由推拖。現在回想起，我一路的工作跟人生經
歷，早知道好好守什一就不會走那麼多的冤枉路了。出社會後因要還助學貸款，我給自己藉口說還貸款壓力太大了，
等還完後再說吧。所以我的什一奉獻是兩天捕魚三天曬網，始終沒有穩定。後來因為工作倦怠跟健康因素，我辭去
了賣肝的設計工作到國外唸書散散心，此時更是沒有奉獻了。

完成學業後，我毅然決然地回到台灣開美式餐廳，跟銀行借了青年創業貸款 100 萬，開始了我的餐飲人生。餐
廳收入不穩定；有時盈有時虧，所以我的奉獻也是斷斷續續的。但神憐憫還是很祝福我，讓餐廳的營運還算順利。
三年後因為一些因素我決定把餐廳賣掉，後來輾轉經友人介紹有機會去大陸創業，於是我再次啟程隻身前往中國，
開了一家飲料店並開始賣台灣的車輪餅。剛開始很辛苦，因為要投入大量資金。最悲慘時每一天我只給自己 50 元
台幣吃飯，後來在一切貌似生意就要上軌道時，疫情卻來了…。隨著疫情擴散，店裡的生意一落千丈。更擔憂的是，
我在大陸根本無依無靠，我想萬一如果封城的話是沒有人可以來接濟我。思考再三後我簡單收拾行李，打算趁過
年回台避難，沒想到回台隔天台灣就開始鎖國了。真是好險！但這一回來，我就再也回不去了。一切投資的設備、押
金、店租都打水飄了。之前開餐廳賺的錢也全部賠光還欠一屁股的債。回台後我努力的接設計案、想趁早還清債務，
但每個月戶頭都空到不行，我根本無力奉獻…。

    後來，我開始在家附近做起養生便當的生意。一直以來神都給我一句話：「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
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每次，在我怠惰屬靈生活或是遇到瓶頸要去抱主的大腿時，這句話總會一直出現！當生
意有起色後，我開始嘗試做穩定的什一奉獻。感謝神祝福我，生意漸漸的越來越好；從一天最慘的個位數，到現在
能有近百個；同時我也兼職做設計工作。曾有很多神奇的事發生；例如 : 一天我跟客人請款 2300 元，但客戶竟然
匯了 1 萬元。我趕忙問客戶是不是給錯了，客戶竟然回答說「我們很滿意你的設計稿跟用心，我們覺得你值這個價
錢！」又後來我跟一個基督教出版社合作一個小東西，我報價 800 元對方卻匯給我 3000 元，還說是神要給你的！
令我太驚喜了 ! 神奇妙的賜福我，超過所求所想的，甚至無處可容。現在我便當的生意越來越好，從一個攤位變成
兩個，還上了外送平台。我要說與神同行的擔子真是輕省，勝過以前自己無頭蒼蠅似的單打獨鬥好上太多了。感謝
主祂愛我，現在什一奉獻已經不是負軛、重擔，而是我蒙福的管道！一切榮耀歸給主！

錫安家族 - 玲霈牧區 _ 焦郁韻姊妹

以弗所書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7 月 10-12 日  歷代志上第 27-29 章
7 月 13-16 日  歷代志下第 1-4 章

6/27-7/3 奉獻總金額 1,355,326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