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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榮耀的服事 _伯特利家族
張惠文牧師

我們如果將人生中的財富、名譽、地位、健康…
等用〝0〞來代表，主耶穌用〝1〞來代表，你需要
把耶穌放在人生中的第一位，你後面的〝0〞才會
有意義，否則一切轉眼成空 ( 詩 90:10)。在我沒有
認識主以前，我的人生是悲觀的、是虛空的。後來
開始接觸教會，在經歷聖靈充滿後，我開始非常渴
慕神、熱愛讀聖經，我也明白了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因著回應神的愛，我開始服事，而因著服事、我更
認識神，直到今日。我很感恩，神憐憫我、使用我，
使我虛空的人生有了意義。( 約 12:23-26)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人類的救贖唯有耶穌
能夠來成全 ( 徒 4:12)，當耶穌帶著門徒在客西馬
尼園禱告 ( 太 26:36-39)，祂心裡甚是憂傷，幾乎
要死，祂向天父禱告 :「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
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知道這樣的掙扎是痛苦和難以承受的；但耶穌為
了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痛苦。耶穌順服天父的旨意，獻上自己、釘死在十
字架上，這是最高服事的境界。今天，我們都領受
了神的愛，神也要在你的生命中得著榮耀。如果你
的生命因著順服神而被改變，你的生命才會有意
義和價值。神渴望你的生命可以活的有價值，因為
祂賜給你的是豐盛的生命。

耶穌是一粒麥子 ( 約 12:24)；「一粒麥子」:
表徵主耶穌自己；「落在地裏死了」: 表徵祂的肉
身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若不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救恩就不能完成，世人便無法得到拯救。「若
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上，猶如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祂的救恩帶給世人救贖，以致這救恩可以臨到
普世的人。耶穌比喻自己像是一粒麥子，祂獻上自
己，成全了救恩，使世人可以得到救贖。經上說「人
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你願意你的一生被神看重
和賞賜嗎？你願意成為「一粒麥子」嗎？當你願意
成為一粒麥子，你的生命就可以得著主的獎賞、你
的生命也將更有影響力。

周盈欣傳道
聖經上有兩個很明顯的對比：一個是富有的少

年官 ( 可 10:21-22)；耶穌對他說「你要變賣一切
來跟從我，他聽後就很憂愁。」他會憂愁表示 : 他
其實是想跟從耶穌的，只是他捨不得也放不下。另
外，是一個有眼光的商人 ( 太 13:44)；他發現天國
好像寶貝一樣，於是他變賣一切所有去買那塊地，
因為他想找出裡面的寶貝。這兩個人都是變賣一
切所有，差別在一個願意、一個不願意，一個捨得、
一個捨不得。( 約 12:25)

我 22 歲時和姊姊在澳洲求學，在那裡我經歷
了神。我跟神做了個禱告：〝我把一生交給祢〞！
此後我熱愛讀聖經，並在一個禮拜內三次讀到「回
你本地本族」。神也藉著書 1:9 對我說話，於是我
回應神：「我願意順服祢回到台灣。」後來我參加
一個特會，會中牧師呼召說：神要呼召一批工人去
為祂收割莊稼。當時，我感覺聖靈有股很強的力量
向我襲捲而來，不斷拍打我的心，並且耳中聽見有
人呼喊著〝工人〞，我就立刻走向台前接受呼召。

但當真正要面臨全職服事時，我又覺得害怕，因
我很怕自己會做不好。有位姊妹對我說：「不論
你坐下、你起來、你躺臥、你行走，不論你睡著或
醒著，在你人生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記著 "
耶穌愛你 "！」這句話也因此成為我生命中的寶
藏。我另外還有一個恐懼，就是怕收入不夠，但
神以羅 8:32 讓我知道：「神既把祂獨生愛子賜給
我們，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賜給我們麼。」
至此，我才真正放心跨入全職的服事領域。

神為什麼要富有的少年官放下所有的跟從
祂？因為神要給他更好的。那位有眼光的商人，
為什麼願意變賣所有的來買那塊田呢？因為他看
見了裡面有更好的，他看見了它的價值。弟兄姊
妹，試想兩個問題：①你必須認識神，你才會找
到生命的意義。②你當做什麼？神呼召你一定有
你的事奉，你到底要為主活出什麼？其實神要給
你的是更好、更榮耀的生命，所以你要勇敢的來
跟隨主。

吳章魁傳道
每一個回應神呼召的人都是不容易的，都需

要極大的勇氣和行動。如果你被神呼召過、你想
要服事神，你一直在等待適合的時機，我要鼓勵
你，就是現在、就是此刻 ( 雅 2:17)！服事主乃是
一生最榮耀的事，而耶穌是我們的榜樣。我們該
怎麼服事 ( 約 12:26) ？經上說 : 若有人要服事主
耶穌，就當跟從主耶穌；我們該效法耶穌怎麼樣
的捨己？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會結出
許多子粒來。何謂「跟從」？經上記載另一個榜
樣就是 " 迦勒 "。他專一跟從神、經歷過神蹟 ( 民
14:24)。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①真正認
識神、經歷神；②過信心的生活 ( 提前 4:8)；③
專一跟從主；④毫無保留順服神、順服領袖；⑤
為神不斷爭戰 (書14:11)；⑥毫無怨言、交出最愛。
經上說「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在那裡」；主會
在哪裡？主當然在祂的家裡面、在祂的教會裡，
所以我們應該要起來，在神的家中、在教會裡來
服事神。主會在哪裡？主會在任何一個需要福音
的地方，所以我們需要起來傳福音。神給我們的
大使命就是「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大使命就是我們終其一
生都要去完成的。

服事主的人會得著尊榮；約 12:26「若有人
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
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我
父必尊重他〞的意思 : 是你所做的是有價值的事，
是主所喜悅的、會存到永遠，而且主會公開表彰
你、並尊榮你。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服事都是
榮耀的服事。服事不在乎大、小、台上或台下，服
事在乎的是你對神的心意、你對神的忠心、神所
託付你的使命，你是否有盡心、盡力的去完成。
我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夠像迦勒，我期待我能夠透
過服事，隨時鍛鍊好自己屬靈的肌肉。服事神 38
年，神使我得著從祂來的祝福，還有一切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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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Shekinah 榮耀同在禱告會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祢，為要見祢的能力和祢的榮耀。 ( 詩 63:2)
從 9/1( 四 ) 連續七週至 10/13( 四 ) 為「Shekinah - 榮耀同在禱告會」，讓我
們一起來到神的聖所、來到實體聚會，獻上我們的敬拜讚美，同心渴慕來經歷
祂的能力與榮耀同在！
時間：每週四晚上 7:30
地點：真道教會 5 樓會堂

門訓系統
門徒學校、幸福大學要開課了！渴望在神的話語上更扎根，
在傳福音上更有果效的你，趕快來報名吧！
課程資訊及報名請掃 QR Code

轉眼向祢 -2022 吹角節至贖罪日 10 天禁食禱告活動
從 2022 年 9 月 25 日黃昏起，我們開始進入了猶太曆 5783 年的新年，也同時將
以禱告迎接新的屬靈季節；邀請您於 9/26 吹角節到 10/5 贖罪日的這十天，一
起跟著教會的每日禱告指引來禱告，因著自省及自潔的禱告而「轉眼向神」，
使我們的生命得以對齊神的心意、無時差地進入新的屬靈季節裡！

特別主日
李協聰牧師
時間：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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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期 幸福小組即將開跑
第十期幸福小組即將開跑，在新的季節裡我們要開始起來撒種、灌溉，透過幸
福小組將我們愛分享出去～
邀請你開始在你的小組中禱告、預備，預備我們的心、起來撒種，期待看見許
多果子結果，被神的愛灌溉。
時間：10/1( 六 ) 晚上 7:00
      10/2( 日 ) 上午 9:30、下午 1:30
地點：真道教會 5樓會堂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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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的！我跟太太信主不久，但不斷經歷天父滿滿的愛與恩典。天父不僅在幾年前，奇妙地幫我
還清公司幾千萬的債務；前陣子高雄的客戶突然打電話告訴我，公司出產的機器莫名奇妙的發生故障，怎麼查都
查不出原因。機器是我組裝的，在電話中我也只能盡所能的告訴客戶，簡單排除障礙的方式。但這客戶按我的建議
把能換的零件都換了，機器還是無法正常運作。客戶很著急，叫我搭高鐵立刻下去幫忙處理，但因我從來沒遇過這
種狀況，覺得很無奈、無助，甚至不知如何是好？剛好那時恰逢農曆 7 月，我想會不會是屬靈爭戰？後來太太就建
議我們一起來禱告，讓神來為我們爭戰、並且很快修理好這機器。我們先方言禱告、然後敬拜，再悟性禱告將這事
交託給神！很奇妙，當我們禱告完不到 10 分鐘，對方就打電話來說機器莫名其妙的完全恢復正常了！他問我怎麼
回事？我告訴對方我是基督徒，剛剛我跟太太一直在為機器禱告，請求神來幫忙修理。客戶聽完就說：「你們的神
很靈耶！」感謝主！ 

兩個禮拜前有個客戶打電話給我，他說想要買台 80 噸的吊車，問有沒有認識的？我就想到朋友那裡剛好有
七台。想想如果這事媒介成功，我就能賺到一筆仲介費；於是我就跟神禱告 :「天父，我很想有機會能奉獻大筆一點
的錢給祢，我求主來祝福這個案子能順利談成，如果成交我不只要什一奉獻，就是什二奉獻我也願意。」因跟買方
說好給他十天考慮，就一直沒接到對方回覆，但到第十天的時候，我那賣吊車的朋友打電話來，跟我說「成了」！對
方已經簽支票成交！就這樣，天父祝福我讓我白白賺取了一筆額外的仲介費。

疫情嚴峻期間，由於我和太太的身體都有長期慢性病，特別是太太的甲狀腺功能低下，導致免疫力比較差，所
以我們都考慮盡量線上而不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但杏梅傳道不斷鼓勵我們，要參與小組每天早上半個小時的方
言禱告來建立信心，並且告訴我們神很愛我們，祂必定會保守我們健康平安的。感謝主，當我跟太太憑信心聽從杏
梅傳道的建議，回來參加實體主日及小組聚會時，神果真保守看顧我和太太的身體；7 月底時女兒確診身體非常
不舒服，我太太忙著照顧她、幫她預備食物，她跟我們住在三房兩廳的同一層樓裡，但愛我們的天父仍然保守看顧
我、太太和兒子的健康，也讓我明白阿爸父的看顧是全面性的，我們只要倚靠祂、相信祂，祂必保守我們身體的健康。
於是我能在疫情期間，勝過仇敵的謊言與內心的恐懼不安。「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們所要的告訴神！」（腓 4:6）。願將一切的榮耀、頌讚都歸給愛我們的天父！

錫安家族 - 杏梅牧區 _葉承泰弟兄

以弗所書 2: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9月 18-24 日   以斯帖記第 1-7 章

09/05-09/11 奉獻總金額 1,025,615 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