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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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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興起敬拜的世代 _B30 家族
洪綺苓傳道

今天信息神要我們談的「敬拜」，不是儀式上的
敬拜，而是一種「完全降伏」的敬拜。羅 6:13(TEV 版 )

「你要將自己獻給神，全人向祂降伏，讓祂用你去成
就義的目的。」其實，神對我們每位都有一個心意；要
透過我們這個器皿去彰顯祂的榮耀，神要呼召我們的
生命百分之百的來跟隨祂、降伏於祂。「敬拜」的中
心不只是關乎我們唱詩或彈奏樂器來讚美神，而是在
生命中的每時每刻，我們願意離開我們生命的駕駛座，
邀請聖父、聖子和聖靈成為我們生命的駕駛，引領著
我們前行的方向。

當我們願意把自己完全交給神的時候，神就會使
用我們這個器皿來做成祂要做的工作。神會把戰勝仇
敵的能力賜給我們，也會使我們有能力活出神兒女的
身分；就讓我們用這屬天的智慧、能力來管理祂所託
付給我們的工作，以至於我們手所做的事情，能成為
彰顯天父榮耀的渠道。今天我期待與你們一起走入敬
拜的最高峰，而在神的愛裡、一切的懼怕都要除去，
我們要經歷神的榮耀；也藉著我們的生命來彰顯、榮
耀祂。

一、興起敬拜的世代 ( 詩 8:1-9)
詩篇 8:1-2 是大衛在深入敬拜的時候，他對神所

發出來的禱告。在敬拜中，他看見神的榮耀不只會發
生在他們身上，也會發生在下個世代的身上。耶穌和
大衛都知道，在人看起來最無助無力的小孩，在他們
口中卻是大有能力的！在我們教會裡，我們也需要興
起下一代的敬拜者，因為這個敬拜是大有能力的。我
們知道魔鬼不斷的在偷竊、殺害和毀壞；但是，當這
些小孩的口中發出讚美、全心順服神的時候，他們就
能跟我們一起去擊敗仇敵的作為；因為每一個孩子都
是我們經歷得勝的武器 ( 詩 127:4-5)。

二、恢復失喪身分                                   李任雅傳道
神的榮耀是看得見的；「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神創造宇宙萬物只用一句
話，神難道不能也用一句話來改變你的生命嗎？神難
道不能用一句話而讓你的孩子回到神的面前嗎？我們
需要認識祂的榮耀，而「敬拜」會讓我們看見那位能
力浩大無比的神。當大衛看著天上的星星，雖然周遭
沒有任何的敬拜團和音樂，他的心依然敬拜神；雖然
面臨仇敵凶猛的攻擊，但在敬拜中他知道、在神的面
前仇敵是毫無能力的；在敬拜中他不再恐懼、他的心
不再被仇敵所影響。「4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
算什麼，你竟眷顧他？」大衛把自己放在一個對的位
置上，他把自己再次對焦在神的面前。在敬拜中，大
衛找到他自己的身分。當我們在敬拜的裡面我們可以
認識神；就是神讓我們擁有祂的尊貴，神賜給我們智
慧、並派我們管理所有祂所造的一切 (v.5-8)。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神的名配得一切的尊榮，而這個世代要成為敬拜神的
世代。過去撒但欺騙他們；他們是無力的、是沒有盼

望的，今天神正在挪去這個謊言，真理要釋放他們
得著自由。大衛的敬拜是有能力的；在詩 8:1 前有一
行小字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歌利
亞就是迦特人，所以大衛是用敵人的樂器來敬拜神，
這代表他是用歌利亞的刀割下歌利亞的首級。撒但
正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擄掠下一代，使下一代陷在各
樣的情慾、癮頭和自殺的靈中；但我相信，神要興起
一個聖潔的世代。幫助更多年輕人脫離情慾和癮頭
的捆綁，這就是年輕人要用迦特人的樂器來敬拜讚
美神。今天，我要禱告有更多的年輕人把自己生命獻
上，成為分別為聖的新世代。

三、恢復管理的權柄 ( 詩 8:6-9)                 陳澤傳道
主派我們管理 (v.6-8)；「管理」是知道自己的身

份與使命，進而回應神的呼召與揀選，使神得著榮
耀。「管理」是指他帶著一個使命，為神管理他生命
中一切的資源；不管是生命、時間或所擁有的一切，
都是要在神的心意中去管理；因為神在我們生命中
是有祂特別的呼召和揀選，就像大衛王一樣。大衛
在做王的時候，以色列四境平安，在他手中收復了神
賜給以色列所有的應許之地。因著大衛與神的親密、
因著他在每個階段願意回應神，神使用原本沒沒無
聞、牧羊的大衛，變成了一國之君、變成全以色列最
偉大的君王。同樣，我們也要讓神在我們生命中掌
權管理！試想 : 如果年少的大衛，沒有在神感動他的
時候回應神，他就仍然是那個沒有人關心、沒有人
認識的牧羊人；但今天他願意在他的生命中選擇回
應神、選擇與神親密、選擇走在神的心意裡面，神就
使他的生命得到尊榮；神也透過他的生命在全地得
到榮耀。

我 們要回到對的次序 ( 詩 8:6-8)，如果我 們不
靠神管理，我們就會被這個世界管理。神的心意是
要我們帶著權柄、在祂的裡面去管理；可是如果我
們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的權柄是什
麼？我們就容易被金錢奴役，以至於神沒有辦法透
過我們在金錢上得到榮耀；神也因此沒有辦法透過
我們的生命，在愛情的裡面得到榮耀。但是，如果我
們願意恢復一個與神正確的關係，祂就能使我們的
生命反敗為勝。如果我們是按著自己的意思活，我們
就會發現我們的生命是虛空的；但在神有一條不同
的道路，就是我們可以倚靠祂、祂也可以透過我們
得著祂當得的榮耀。

今天，是我們歸向神的時刻，我們和下一個世代
都要來敬拜神。我們要成為那個敬拜神的人、我們
要回應神給我們的身分和產業，讓我們在管理神給
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是帶著神的同在和智慧。在此刻，
讓我們回轉歸向神，讓神成為我們生命中真正的駕
駛，引領我們行駛在祂的心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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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下午堂個人服事恢復
好消息 ! 7/17( 日 ) 開始，主日下午堂將恢復會後個人服事
醫治釋放服事時間 : 每週主日下午堂結束後
預言服事時間 : 每月第二、三週的主日下午堂結束後
歡迎有需要的會友來接受服事

樂齡聚會消息
好消息 ! 樂齡敬拜聚會即將恢復實體聚會
雖然疫情使我們短暫無法相聚，感謝神的保守，這期間樂齡家人一切平安 ! 
也為即將歡聚的時刻歡喜，樂齡敬拜聚會將於 7/30( 六 ) 恢復實體聚會，期待
與您相見歡 !
時間：7/30( 六 ) 上午 9:30-11:0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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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巽光牧師
時間 : 7/30( 六 ) 晚上 7:00
       7/31(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線上同步直播

特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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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接了蘆洲國小中年級的班導師。距離上一次做班導、帶班級已是五年前的事了，而且這次是我信主
之後的第一次帶班，尤其顯得意義非凡。自從做了班導 ，我心中常常感到一種忐忑不安、因為不知道該從哪裡開
始？…我想就把他們當作一群未信主的小小羊來帶吧。上課日，每早晨第一個進入教室的一定是我！而我進教室
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播放等候神音樂，讓樂聲不停縈繞。我禱告求天父爸爸來帶領我的學生，讓他們都一個一個
沉浸在天父的愛裡…。在每年學校都會有聖誕節畫福袋交換禮物的活動，所以孩子們往往都會帶著期待的心來
參與，而我也會藉此機會邀約他們，來參加真道教會舉辦的聖誕節兒童活動；就像去年我就親自帶了 7 個小朋
友來參加。而凡有參加教會活動的孩子，他們在期末時紛紛寫下 :「這學期最美好的回憶，是參加了教會的聖誕節。」
我思想：這些孩子是第一次參加、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感動？後來我想應該是每早晨，我都播放等候神音樂；而
這份從神來的寧靜，讓他們不知不覺、整天都沉浸在天父的愛裡；原來天父的愛已經默默地進入他們的日常生
活當中，而且是那麼的自然與和諧。

孩子很害怕當他們要打流感疫苗時；藉此我跟孩子說讓我來禱告，求神差派很多的天使來我們當中、作保
護小朋友的工作…。當我睜開眼看到每一位孩子，他們是如此安靜的聆聽每一句我為他們的禱告時，我真的很
感動：「親愛的天父爸爸，您是最疼愛小孩子的，現在我們 26 位孩子心中因為害怕打針，特別來向您求告；請您
差派溫柔的天使，帶領我們 26 位孩子勇敢的走向健康中心，並請天父爸爸挪去他們心中的懼怕，不被長長的針
頭嚇到，賜給他們都有一顆剛強勇敢的心來面對它！」感謝主，就這樣打完針後，沒有一個孩子哭的！

有一天，一個孩子跑過來找我說：老師老師請你幫我禱告，我問禱告什麼？他說：今天發考卷他考得很糟，希
望回去不要被家長責罵。因此我就幫他禱告。隔天這個孩子又跑過來跟我說：老師，你昨天幫我禱告後，我回家
真的沒有被爸爸罵吔！經此次的經歷到期末考時，孩子們接二連三的、一個一個的向我發出要求禱告的聲音；當
我請需要幫忙代禱的孩子坐下來時，沒想到，竟然全班 26 個孩子每一位都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跟我一起
禱告。考完期末考後，孩子的成績果然進步了不少！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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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是不分任何時間與地點，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活出基督的
樣式，而且了解自己生命中的命定，才能在生活中榮神益人、各人活出生命的終極意義。願榮耀歸給主！

錫安家族 - 謀元牧區 _ 許慧嫻姊妹

約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7 月 17-23 日  歷代志下第 5-11 章

7/4-7/10 奉獻總金額 782,061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