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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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員

廖文華
主任牧師

07/31   周巽光牧師   
08/07   全福會
08/14   廖文華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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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你可以不被困住 _ 廖文華主任牧師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常會感覺好像被卡住、被困

住，那種充滿無力感、快被窒息的感覺；可能是來自
我們職場的發展、憂傷難過、情感失戀、年紀漸老、
一成不變的生活或是憤怒的累積…，這些東西使我們
的生命被卡住了，如同詩 116:3-4「死亡的繩索纏繞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那時，我便求
告耶和華的名，說：耶和華啊，求你救我的靈魂！」

試 想：當我 們被困住時，我 們可以怎麼辦？ EQ
之父 DANIEL GOLEMAN 說：「當你感覺好像被卡住
的時 候，這 就 是 在提 醒 你，要重新 盤 點 你 人生的訊
號。」這個訊號是人生必經的覺醒，它會讓你找回生
命當中的熱情。他提供了五種方法：①檢討過去：畫
出你的生命線；你可以從你童年開始，畫出你人生的
高峰和低谷。當你開始畫出你人生中的高峰和低谷的
線時，這件事情會帶給你一個洞察力，去發現生命當
中你渴望什麼、在乎什麼？②定義你的人生原則：每
個人都有各種生活上的原則，當你試著去寫出五或六
個生命中很重要的價值時，你會發現原來這些是你
生命中所看重的。同時，你也會用這些價值，來檢視
自己生命有沒有真正的活出來。例如：跟神的關係是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但在檢視中會發現常常因為工作
太忙碌，以致於你沒有辦法來親近神，這也許就是令
你感覺到無力的原因。這時你就需要調整它，以致未
來你的生活可以重新找回熱情和快樂。③延伸視野：
你的剩餘人生有哪些事想要完成的？找一張紙，寫下
30 件未來你想做的事情。DANIEL GOLEMAN 說：在
他的實驗裡，絕大多數的人，只有寫一點點是跟工作
成就有關的，其它百分之八十都是跟家人、朋友或是
想要特別去體驗的事情。如果你去想一些將來很想要
去做的事情，你的人生就開始會有活力了。④想像未
來：未來 15 年，理想的生活是？…；你要開始去描繪
出 15 年之後，你每一天的生活想要怎麼過？然後，把
自己放進這個圖畫裡面去，你會發現自己充滿了力量。
⑤ 創造「 省 思 結 構 」；另一 位 領 導 學 大師 WARREN 
BENNIS，在他訪問各行各業的精英後，發現有個共
同點存在：他們在一天之中都會空下一些時間來安靜
的想一想，有些不信主的人會利用這段時間去運動；
可能是慢跑或騎腳踏車。對有些基督徒來說，這是他
們禱告親近神的時間。弟兄姊妹，你可以邀請神參與
在你每一個階段的裡面，邀請神進到你人生的高峰和
低谷，你會驚訝發現在這些時刻、都有神特別的看顧
和保守。

你 不 會 被 這 些 事 所困住；在詩 篇 111 篇到 117
篇裡告訴我們，有六件我們生命中被困住的事情和解
決方法。我希望這六節經文你都要記下來，因為當你
的生命在這六大困境當中的時候，你可以宣告這六段
經文，這會成為在困境中把你帶出來的繩子。①事業
或財務困境；詩 111:5-6「他賜糧食給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遠記念他的約。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把
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業。」當你在事業和財務上有困
難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會賜下糧食和外邦的土
地給你為業。②擔心兒女；詩 112:2「他的後裔在世

必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我要宣告：你的
後裔必強盛，你的後代必蒙福；因為你是屬神的義
人，神要賜福給你的家 ( 詩 115:12-15)。③壞消息；
詩 112:7-8( 新譯本 )「 他必不因壞消息懼怕；他的
心堅定，倚靠耶和華。他的心堅定，毫不懼怕，直到
他看見他的敵人遭報。」我們當中有人接到壞消息，
不要懼怕，你的心要堅定倚靠耶和華，直到看到你
的敵人遭報。④卑微渺小；這往往跟我們成長的環
境、家庭和所經歷的事情有關。詩 113:7-8「他從灰
塵裡擡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
王子同坐，就是與本國的王子同坐。」⑤無法生育；
詩 113:9「他使不能生育的婦人安居家中，為多子的
樂母。你們要讚美耶和華！」這個不只是指著肉身的，
也是指著屬靈的。如果你一直傳福音都沒有結出果
子來，從今年開始，你要成為許多屬靈孩子快樂的
父親或母親。⑥ 情緒 和內心健康 ( 詩 116:6-9)；神
保護心地單純的人，你的心可以再次安寧，神要止
住你的淚水，神要救你的性命免於死亡，因為耶和
華要恩待你！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曾說：「我們都是破
碎的，這就是光進來的方式。」耶穌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 約 8:12)」而且，耶 穌 就 是 那真光，要 照 亮一
切生在世上的人。詩篇 111:1,10；112:1；113:1,9；
115:18；116:18-19；117:1-2，在這幾節經文的結尾
和部份開頭都說：「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弟兄姊妹，
在我們困境裡最好的武器就是〝讚美神〞！我們教會
是個禱告和敬拜的教會，我們也要使她成為讚美神
的教會。

我們為什麼要讚美？有三個原因：①讚美，憂傷
就消失；賽 61:3「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
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
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神學家
HARRY IRONSIDE 說：「 如果 我 們更多讚 美，就 會
更少憂慮。」當你越讚美就越發經歷到神的能力、越
看到神的偉大。②讚美，進入得勝 ( 詩 106:47-48)；

「讚美」是一種向仇敵的誇勝、是一種向債務的誇勝、
是一種向疾病的誇勝；當你起來讚美神的時候，你
就可以參與在神的榮耀裡面。「讚美」是解決一切問
題的方法！③讚美，帶來神掌權；詩 22:3-5「神是用
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我們要為神搬一張椅子
過來，讓神可以坐下來與我們盡情聊天，而「讚美」
就是那把椅子。「寶座」是神掌權的地方，你在什麼
地方開始讚美，神就在那個地方作王掌權。

我渴望有一天看到真道教會，不是只有幾百人
聚集在這裡；而是幾千人、幾萬人聚集在這裡，讓讚
美的聲音像是大水的聲音、像打雷的聲音，讓神的
寶座設立在真道教會、設立在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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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爸氣』登場 -父親節特別主日
今年父親節就是『爸氣』，我們總共
邀請到 6位『爸氣』老爹
要在父親節和你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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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is King 君王耶穌禱告會
哈利路亞！因為主 -我們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 ( 啟 19:6b )
Jesus is King ! 
在新的屬靈季節，邀請您參與在每週四的禱告會中，將最高規格的敬拜與禱告
歸給耶穌 - 我們的大君王 !
從 7/14( 四 ) 連續七週至 8/25（四）歡迎你一同來禱告
時間：每週四晚上 7:3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Taiwan for Jesus 禱告會
世代合一，同心禱告，迎接復興
時間：7/31( 日 ) 下午 4:0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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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週六晚上｜林宗譯 弟兄、許志維 弟兄
週日上午｜陳台生 弟兄、李靜亞 弟兄
週日下午｜瞿紹康 弟兄、吳榮家 弟兄

時間：8/6( 六 ) 晚上 7:0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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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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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很開心參加教會舉辦的「全人
更新營」，我要分享在營會中，我領受神恩典的喜悅。首先，很感動文華牧師在營會當中真誠、敞開地與我們分享，
他生命中與地上父親的真實互動關係，以及在生活中如何憑著信心領受天上父親所賞賜、超乎所求所想的各種
豐盛恩典；讓我們這些學員明白 : 原來我們與地上父親的關係，會影響我們與天上父親的關係；而在受傷的關係中，
真的需要被神醫治與恢復。看見文華牧師對神全然的敞開，而神的祝福也永不缺乏的全然供應，印證了「尋求耶
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詩 34:10)。試想，要與他人分享這些真實的個人隱私，是需要何等大的勇氣啊！謝
謝牧師對我們完全的信任，著實令我非常的敬佩與感動！

透過牧師在課程中的教導、帶領；我們認識神的救恩所帶來的祝福、經歷聖靈的充滿、天上父親的愛、生命
更新得以自由。操練過程中，牧師引領我們去經歷天父的愛；他邀請我們趨前去擁抱站在前面的服事同工，就像
我們在擁抱天父一樣。一開始我有點遲疑是否要向前，一直到活動快要結束時，心中有個特別感動要我走向前
去！當姊妹同工輕柔的擁抱我，輕輕的摸著我的頭髮、輕拍我的肩膀，猶如阿爸父溫柔的將我擁在懷中呵護疼惜
一般。原本以為我很好、很堅強的武裝，在擁抱的那一刻，一股暖流串過全身，我的眼淚竟無法控制的陣陣滑落…。
多年來與父親關係之間，一些紛雜受傷的情緒忽然從心中湧出，無法抑止。此時，我感覺天父愛的臂膀大大環繞
著我，告訴我 : 「孩子，沒事了，過去的傷痕都過去了！」感謝聖靈動工，神的醫治進入我心中。此時，姊妹同工輕
聲細語一句一句帶領我做饒恕父親的禱告，頓時使我的心得著完全的安慰與釋放，內心充滿十分的平安。

營會最後，我們檢視自己生命中的堅固營壘。當我自己親自將這些圈選出來的堅固營壘用釘子釘在十字架
上，然後用行動宣告棄絕這些惡習、在主面前認罪悔改、求主饒恕赦免，讓我不再被罪惡捆綁。頓時，感覺肩上重
擔變的輕省，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成新的了，完全享受在主恩典中自由得勝的新生命。我要謝謝文華牧師和各位
同工，為我們辛苦的付出與擺上，兩天的營會幫助我透過禱告饒恕、經歷聖靈動工、醫治恢復我與父親過往關係
的傷痕；更感謝主，每天賜給我夠用的恩典，願將榮耀、頌讚歸給愛我們的主耶穌！

伯特利家族 - 惠文牧區 _ 江永月姊妹

約翰福音 14:14-15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7 月 24-30 日  歷代志下第 12-18 章

7/11-7/17 奉獻總金額 1,695,970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