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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re Boxes 不再受限
主題經文：以賽亞書 54:1-5

，在你裡面是否有過這種想法或
念頭，告訴你好像不止這樣而已，如果主為我預備
的是豐盛的生命，應該會有更多，在你的人生裡不
應該只有這樣，跟隨神的好像不應該只是這樣，可
是你會說：為什麼我們好像被困住或侷限於我們所
處的框架裡。
什麼叫作框架？記得幾個月前我在內地服事的
時候，有個弟兄開車帶我去機場，在路上他就開始
跟我分享他女兒的故事，他的女兒在中國是蠻有名
的大提琴家，今年12歲，他分享他女兒在藝術和音
樂上的天份，他講完後換我分享我在藝術及音樂上
的天份，我說：我曾經喜歡畫畫，在小學三年級時
代表我們全班參加全校的寫生比賽，當其他同學都
在上課時，我一個人很有榮譽感的出去，在校園裡
找一個地方坐下來畫一幅畫，畫完後就要把畫帶回
教職辦公室裡面交我的作品，還記得當時我走進辦
公室，那時離我不遠有位老師，那位老師我不認
識，他遠遠的看著我說：你是不是周巽光的弟弟，
原來他是我哥哥的導師，他認出我來，我就說：
是，他接著說：你參加寫生比賽嗎？我說：對，他
說：來，我看看你畫的東西，我就把我畫的作品拿
給他看，他看的當下皺起眉頭，第一句話說：這是
什麼啊，這是畫呀，這樣的互動不到十秒鐘，我就
很快的把我的作品交進去後，離開了辦公室，從那
天開始，我就再沒有畫畫過了，一直到今天。
我相信巽光牧師的導師，他的本意不是那麼惡
毒，但是那天他的一句話、一個表情，一個動作，
卻決定了我的藝術細胞的發展，我不知道在我們當
中的弟兄姊妹有沒有類似的經歷，你會發現在我們
生命當中，其實真的有很多所謂的框架在我們裡
面，英文叫作Boxes，這就是我們生命當中的框架，
很多時候這個框架是不知不覺，我們也不知道什麼
時候就把我們的生命框住了，告訴我們什麼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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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什麼是不安全，什麼是我們會的，什麼是我們
不會的，什麼是屬於我們的，什麼不是屬於我們
的，什麼是我們可以去作的，什麼是連想都不要去
想的。如果這是你的話，我相信這段經文會對你有
很大的幫助。今年真道教會命名為『豐盛發達』，
我相信這是神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應許，也是對整個
教會的應許，但是要豐盛發達，第一個我們先要從
我們的框架裡面走出來。
「 你這不懷孕、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
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
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
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呼；
揚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這是耶和華說的。」不懷孕
對女人來講是一個極大的羞恥，對女人生養眾多是
一個很重要的使命，所以在當時的文化，沒有辦法
不生養、不懷孕。可是在這段經文裡面，以賽亞所
發的預言不是在講生養不生養、懷孕不懷孕，當以
色列百姓被擄到巴比倫之後，耶路撒冷的光景、耶
路撒冷的荒涼，原本應當有的榮耀，現在沒有了，
講到的是一個極大的羞愧，可是今天我們來讀這段
經文，他所講的不只是耶路撒冷的光景，講到的其
實也是今天教會的光景，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
光景，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來回想，從過去 2016年走
到今年2017年的4月底，我們看見整個國家面對的動
盪，我們看見教會所面臨的壓力，我們所面對的整
個環境，我們真的不知道這個未來會怎麼樣走。
教會所面對的不只是從外面來的壓力，其實在
內部裡面也開始有張力，面對這樣一個社會的議
題，當然在教會裡面，經上怎麼說我們就怎麼相
信，可是當我們跟世界在表達、在發聲的過程當
中，在教會裡面會有不一樣的意見，而這個不一樣
的意見大部份來自兩代之間，對這個事情在表達及
看法上的不一樣，意思是教會不只是面對外面有壓
力，其實在內部裡面也是有一個張力。
對我們個人來講也是如此，當你在不斷的努力
之後，你所期待的結果沒有發生，在以賽亞書 54:1
裡所講的不懷孕，指的不是因為你不想懷孕，或是
1

2 真道週報

不想嘗試懷孕，講的是你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嘗
試、不斷的改變，就是沒有辦法懷孕。親愛的弟兄
姊妹，可能你很希望有些事情在你生命當中可以帶
來改變，你也立定心志希望某些領域可以改變，你
努力了，也嘗試了，可是就是沒有辦法突破，你發
現你的軟弱仍然是你的軟弱，你不好的習慣仍然是
你不好的習慣，好像你生命當中也經歷到那個荒
涼，就是你生命當中的捆綁，在這個當中以賽亞
說：「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
呼；」人在不懷孕中是不會發聲歌唱或揚聲歡呼
的，只有在得知懷孕或小孩剛生出來的時候才會歡
喜快樂，但是在最沮喪、最絕望、什麼事都沒有改
變、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時候，神說你要揚聲歡
呼，我相信這是神要對你說的話，為什麼要揚聲歡
呼，聖經說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那沒有丈夫的比
有丈夫的兒女更多，你說怎麼可能，我怎麼努力都
生不出來、我的服事沒有果效、我的投資和事業沒
有果效，所有東西看起來都不成功的時候，這時候
神要對你說：「要發聲歌唱，揚聲歡呼；」
別人可能會認為你瘋了，怎麼會在挫敗中揚聲
歡呼，你要知道，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就是不一
樣，因為你的揚聲歡呼其實是在作一個預備，你的
發聲歌唱其實是在作一個準備，把那些你看不見的
生產力跟果子，在你揚聲歡呼當中把他孕育出來，
你要知道，你的不懷孕不是永久的，你的不生養只
是暫時的，你現在正在處的不懷孕、不生養的狀
態，正預備好我們孕育神的大能，介入在我們環境
裡面，你不懷孕的階段，其實預備好你經歷神超自
然的同在臨到你生命裡面。我相信，神要在我們國
家作偉大的事，我也相信神在我們教會要成就偉大
的事，我也相信神要在你、我的生命當中，成就你
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事。
「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堅固你的橛子。」為什
麼要擴張帳幕之地，因為前一節說：因為沒有丈夫
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你現在還看不見的兒女，
他們要進入到神的國度裡面，在你生命中還看不到
的生產力，在你生命中還看不到的突破，你要先開
始作預備，要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你的
敬拜、你的讚美，會為你那不可能的事，預備孕育
那個環境，在這個當下，我們開始擴張帳幕之地，
張大居所的幔子，而且不要限止。當你擴張的時
候，你要完全沒有限止的擴張，擴張到一個地步，
沒有任何框架，因為這是神對我們生命的呼召、對
教會的呼召，是沒有這樣一個框架在我們裡面，因
為從頭到尾，我們生命裡面的框架都不是真的框
架。對我們當中很多的人，你所認為你的框框或者
框架，你感覺好像是鐡籠，我相信主今天要對你
說：它不過只是個紙版所做的框架，你只要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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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往前推，它就倒了，所以你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我有個夢想，要在凱道上開佈道會，許許多多
的人要坐滿凱道，這是我的禱告，我們要看到整個
幔子要擴張到這個地步，因為這些人需要耶穌，耶
穌才是他們生命真正的答案，只是他們不知道而
已，「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為什麼
要堅固橛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其實框架
裡面比較舒服，也比較安全，意思是你要從框架裡
面走出來，你就必需支取在框架裡面你所沒有的能
力，你才能夠勇敢的走出來；你必需要支取在框架
裡面你沒有的安全感，你才可以有能力走出框架。
一個帳棚要擴張的時候，那個橛子的深度非常
重要，弟兄姊妹，當你渴望擴張你的生命的時候，你
渴望帶出不一樣的影響力的時候，你渴望經歷一個突
破的時候，你須要在跟神的關係當中，經歷一個過去
從來沒有經歷過的親密，經歷一個過去從來沒有倚靠
過的能力，你需要堅固你與神的關係，你需要堅固
你與弟兄姊妹間肢體的關係，因為當你要離開你的框
架的時候，會面對到的恐懼、害怕、不安全感，只有
當你跟主更深的連結的時候，只有連結於祂的愛的時
候，你才能夠跨越出去。為什麼我們過去的努力好像
都沒有辦法帶出生產力，因為那不過是你的努力，只
有當你連結於祂的能力，只有當你連結於祂的愛，你
才能從這個框架裡面走出去。
「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
為業，
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因此當我們向
左向右開展的時候，不只是我們要得多國為業，其
實在我們的國家裡面，我們很耽心我們的下一代，
不管是在教育、家庭結構上，我們耽心的是下一
代，當神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們向左向右開展，神
應許的不只是現在的教會，而是二十年之後的教
會，而是五十年之後的教會，祂說的是要得多國為
業，意思是不只是在台灣，我相信神要使用真道教
會不只是在台灣，不只是在華人的世界，我們的下
一代，他們要去到列國得多國為業。
「 不要懼怕，
不要懼怕，因你必不至蒙羞；
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
也不要抱愧，
因你必不至受辱。
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
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不再記念
你寡居的羞辱。
你寡居的羞辱。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
和華是他的名。
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
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
為全地之神。」
為全地之神。」這兩節經文其實有一點點的矛盾跟
衝突，前面說不再記念你寡居的羞辱，後面說造你
的是你的丈夫，到底是寡居還是有丈夫，這是不是
很矛盾呢？第4節說不要懼怕，親愛的弟兄姊妹，當
我們從框架裡面走出來，第一個最大的敵人就是恐
懼，所以祂說：不要懼怕，可是這樣的一個懼怕，
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懼怕，因為這裡接著說：你必不
至蒙羞，也不至抱愧，也必不至受辱，希伯來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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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說：這裡的蒙羞、抱愧、受辱，在希伯來文有
個共同點，就是在期待中的失落所帶來的情緒，意
思是你對一個東西有很深的期待，後來沒有發生，
因此所帶來的那種失落感跟失望感。
當你很期待一件事發生，而他沒有發生的時
候，那種情感、那種情緒，會讓你到最後不敢再有
期待，因為不期待就不會落空，而且這樣的期待不
只是一個內心裡面的期待，希伯來文的學者說：這
樣的一個期待是一個公開的期待，就好像我在大家
的面前說：我妻子懷孕了，結果沒有，你知道那種
窘迫的感覺嗎？你知道那種羞愧的感覺嗎？如果只
是心裡面期待是一回事，可是我已經在大家的面前
說了，結果沒有發生，所以他講的那個期待是一個
更深的期待，這樣的一個恐懼會攔阻我們跨越出
去，所以這節經文說：「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不
再記念你寡居的羞辱。」
我們要如何能忘記幼年的羞愧，你會發現我們
的記憶力記什麼最好，就是羞愧，你回想在成長的
過程當中，有關羞愧的記憶，包括我三年級時老師
說的那些話，我到今天都還記得，我們要如何忘記
幼年的羞愧，你發現別人稱讚你，你很快就忘記
了，但是只要人家說你不好，你都記得，從發展心
理學的角度來看，不止是孩子，包括我們成人也是
如此，孩子的記億是選擇性的記億，孩子對事情的
發生，所記得的不是事情的細節，而是記得事情發
生的情感跟情緒，孩子是用情緒去記事情的，意思
是說他其實不太記得當下發生的是什麼，他只是記
得他當下所有的感覺，透過他的感覺去拼湊當時所
發生的事情。就像我當年其實巽光牧師的老師，在
教職辦公室對我所說的話，我其實不太記得他的表
情、他的口氣，甚至那幾句話到底是不是這樣說的，
我真的不太記得，我只記得當時我所感覺到的情緒，
那個情緒就是我巴不得趕快挖個洞鑽進去，所以我透
過這個情緒，去回溯當時他可能對我說的話，可能對
我的一個表達，而我所記得的只是情緒。
主說：「你必忘記幼年的羞愧，不再記念你寡
居的羞辱。」我們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去忘記，我之
所以後來不再畫畫，因為我經歷到一次的羞辱，那
個羞辱深刻到一個地步，我對我自己的心說：我不
太知道我的心是否可以承受再次經歷這樣的羞辱，
所以我要怎麼樣忘記它，就是讓它永遠不會再發
生，永遠不再發生的方式就是不再畫畫，因為我不
再畫畫，就沒有人可以評論我的畫，沒有人評論我
本週上午堂主日詩歌單

一切都更新
無人能與祢相比
呼求祢憐憫
施行拯救

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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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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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曲：王宗民、
王宗民、郭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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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我就永遠不會因為我的作品，我所畫出來的
東西被人羞辱，我不要再有那樣的感覺，這就是我
們嘗試用自己的方式，所以你嘗試用自己的方式在
解決你的羞辱的時候，你感覺好像是寡居一樣，為
什麼你覺得只有你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特別對
一個三年級的小學生來說，那是我唯一知道的方
式。可是神說：「 因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
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
稱為全地之神。」
神要對你說什麼？神說：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我們不是感覺像寡居一樣嗎？因為這只是我們的感
覺，寡居只是你的感覺，在寡居的階段當中，你覺
得你好像只有一個人，你不知道神在哪裡，覺得神
不再愛你了，不再像過去一樣垂聽你的禱告，神祢
在哪裡？神要對你說：你要忘記你過去短暫的寡
居，你過去認為是守寡，守寡是你的感覺，但是神
要對你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離棄你，我是你的丈
夫，我過去是，今天是，永遠都是你的丈夫，救贖
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意思是：你的生命的成聖，
不是你的努力跟意志力，因為聖者是神不是你，祂
救贖你，你就會成聖，這是祂的工作，不是你、我
的工作，我們只要把我們自己帶到祂的愛裡面，經
上說：祂必稱為全地之神。祂要成就那樣的工作在
我們生命的裡面。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回頭看的時候，看見
的可能是你的羞辱，因為在你的感覺裡記憶的是羞
辱，所以在不孕當中你感覺到羞愧，甚至你覺得，
神祢在哪裡？甚至你感覺你是寡居的，你覺得你的
丈夫已經離棄了你。神要對你說：孩子，你再來看
一次，你再來仔細的看一次，這次讓我把你的情緒
拿走，讓我把你的羞愧拿走，你再來看，你會看見
創造你的是這位愛你的天父，祂會對你說：孩子，
你是我創造的，真正認識你的不是你的家人，不是
你的父母，更不是你的老師、兄弟姊妹，因此，可
以真正對你生命說話的不是這些人，他們不能決定
你會什麼、你不會什麼，只有神說的才算數，因為
造你的是神，神從亙古以來都是你的丈夫，雖然你
感覺不到神在你身邊，感覺不到神的同在，你正經
歷一段死蔭的幽谷，你說：神祢在哪裡，神說：我
一直都在。
我有三個孩子，我的習慣是用左手抱他們，用
右手拍拍他們、抱緊他們、餵奶，跟他們玩、跟他
們互動，所以他們習慣的互動是我的右手，因為右
5

本週下午堂日詩歌單

全心稱頌
祢是全能神
無以回報
基督是我滿足

出自：
出自：為著祢的榮耀 專輯)
(出自：
出自：我相信神蹟 專輯)

(

出自：
出自：點燃 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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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看得見，所以可能有的時候我一邊抱著他們，一
邊在忙的時候，他們會覺得右手好像沒有托住他
們，沒有抱住他們，沒有在拍他們，沒有跟他們
玩，他們感覺好像那個互動上不一樣了，好像他們
習慣的右手已經不在了，可是他們不知道的是，真
正從頭到尾托住他們的都不是右手，是他們看不見
的左手。
很多時候我們跟神的互動也是一樣，你可能熟
悉神過去跟你互動的方式，你覺得那個方式很甜
美，你禱告就立刻感覺到祂的同在，你禱告祂就立
刻垂聽你的呼求，你覺得跟神這樣的關係真的好
棒，可是突然你進入到另外一個季節的裡面，好像
你在禱告的時候，你突然感覺不到你過去的感覺，
你在尋找，你心想神祢去哪裡了？神祢還愛我嗎？
因為我覺得我好苦喔，可是神要對你說：孩子，我
從來沒有離開過你，有時候神必需要用不同的季節

來幫助我們，讓我們學習不憑眼見，而是憑信心，神
說：你知道我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你嗎？你說可是我
看不見，你看不見是因為那個手正托住你，而且把你
抱在祂的懷裡面，可是你說我不習慣。
很多時候我們在講的都是我們的感覺，但是神
不只是要我們在感覺裡跟祂有互動，神是要我們在信
心裡面跟祂互動，神會對你說：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只有我真正認識你，不要讓過去的框架限制你的生
命。所以我要鼓勵你，在這一年當中嘗試作一些你過
去從來沒有作過的事，嘗試參與一些你從來沒有參與
過的服事，從來沒有作過並不代表你不會，只代表你
從來沒有作過，可是我們很容易把自己框住了，可是
神說：不要限止，不要限止你的生命，不要限止我可
以在你的生命所帶出來的影響力。
全文完(講員為靈糧生命培訓學院院長)

母親節收割季專欄
佈道會—恆愛的光輝

、

雙語(國

台語)母親節歡慶會

箴言 31:28-29「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 日期：5月13日（週六）上午9:30~12:00
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妳超過一切。」 講員：劉幸枝牧師（衛理神學研究院院長）

場次：
場次：
第一場 5 月 13 日(週六)晚上 19:00
台北真道教會—新西門會堂 5 樓
第二場 5 月 14 日(週日)上午 9:30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中華路一段 69 號)
第三場 5 月 14 日(週日)下午 2:30
台北真道教會—新西門會堂 5 樓
內容：
內容：敬拜音樂、生命見證、詩歌獻唱(僅第一
場)、微電影欣賞。
講員：
講員：黎源悅牧師
現任新竹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指導委員、
FM97.5 IC 之音（迎風颺起）、明新科技大學兼
任老師-輔導原理、滬江中學輔導室-輔導老師。
母親節福音餐會消息
第一牧區

時間：5月14日(週日)，中午
12:15入席(5月7日截止)
地點：豪景大酒店 12F 星河廳
(環河南路一段 77 號)
聯絡：李詠音傳道 0980 484 486

內容：優美詩歌、樂活健康舞、超炫福音歌仔戲、
夏威夷呼拉舞、生命講座
地點：新西門會堂5樓大堂
聯絡：梁姊妹 2311-6767轉453
~~會後敬備愛宴~~
第三牧區永和烘焙班

「慈愛的一雙手」－
慈愛的一雙手」－母親節歡慶暨成果發表會
」－母親節歡慶暨成果發表會

孩子們精彩成果展現、激勵人心生命故事分
享、為媽媽們祝福、豐富抽獎、美味餐點，邀請
大家一起來歡慶！
時間：5月6日(週六)早上11:00至下午1:00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91巷9號1樓
(市公所對面黑橋牌巷內)
聯絡：張惠文牧師 0930 054 731
謝麗美姊妹 0987 246 240

第二牧區

日期：5月14日(週日)中午12:00~14:00
地點：打狗霸—德立莊店(延平南路110號1樓)

第三牧區

日期：5月14日(週日)中午12:00
地點：美味小館(漢中街147巷5號)
聯絡：請洽各區牧 (參與同樂活動還有抽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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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真實的偉大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約翰福音 1:19~37
約翰福音 3: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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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這是每位基督徒蒙福的途徑及應盡的責任(瑪拉基書三：10)，但若還不是基督徒，可以自行酌
量；我們竭誠歡迎您早日成為主的兒女，在奉獻中蒙福。
推 銷：我們尊重基金，保險，理財，直銷等職場從業人員，他們可以在初入教會及小組時，簡單介紹
自己的職業，但不宜主動向組員推銷，若弟兄姊妹有需要，再自願性地向他們詢問或購買。
借 貸：我們不鼓勵弟兄姊妹之間有任何借貸行為，若私下有借貸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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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交往：教會中男女感情交往，請先向區牧尋求屬靈的遮蓋，輔導與祝福。交往過程要行在真理中，持守
聖潔，蒙神賜福。

教會各項活動消息
追求神營會

時間：6月24日(週六)上午9:30至25日(週日)下午1:30
地點：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桃園龜山區長青路2號)
報名：即日起受理報名至6月1日(週四)截止
今年集結各成人牧區一同合辦追求神營會，並
且特別邀請目前台灣增長最快速、福音佈道動力最
強的高雄福氣教會主任牧師―楊錫儒牧師及其團
隊，來培訓幫助我們。高雄福氣教會在4年內增長超
過1000人，單單2016年就有655人受洗，渴望看見教
會、小組復興的弟兄姊妹，絕對要把握機會，來領
受傳福音的熱火！
第二牧區領袖退修會

主題：點燃晨禱的火焰
時間：5月28日(週日)~5月30日(週二)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原住民——羅娜教會
內容：1.領袖們分享羅馬書
2.東埔溫泉、八通關古道口健行
連絡：姚新曼傳道 0936 455 883

會計室奉獻消息
一．奉獻方式：
奉獻方式：現金以外奉獻方式說明

電匯 / ATM 轉帳：國泰世華銀行 安和分行
帳號： 027-50-611377-1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備註欄請註明奉獻姓名電話、奉獻項目等資料
(或請來電核對匯款資料)
2.郵局劃撥： 07516599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備註欄請註明奉獻姓名電話、奉獻項目等資料
(或請來電核對匯款資料)
3.銀行帳戶定期轉帳：
請至奉獻櫃台索取表格填寫，約定定期轉帳。
4.信用卡捐款：請至奉獻櫃台索取表格。或線上信用
卡捐款，至本會網站 http://www.truth.org.tw 操作。
5.支票：抬頭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1.

二．奉獻收據注意事項：
奉獻收據注意事項：

若您的奉獻需要開立奉獻收據，請務必使用奉獻
袋奉獻，
袋奉獻，並用正楷字體註明姓名、居住行政區、電
話、地址，以免有同名同姓之困擾。
2.因會計作業，105 年 1 月 1 日起各項奉獻將歸屬 105
年奉獻，
年奉獻，僅能開立 105 年奉獻收據。
年奉獻收據。
遺失物招領公告
3.105 年奉獻收據將於 106 年 3 月最後一週主日放置
教會目前有以下遺失物品：眼鏡、水壺、衣 於您年度的奉獻袋中。(若您急需奉獻收據，或整年
服、圍巾…等，有遺失物品的會友，請於 5 月 21 日 奉獻明細，請跟會計室聯絡。)
※ 電話：
前洽 4 樓服務櫃台領回。謝謝!
電話： 2311-6767 #467，468 傳真：
傳真： 2311-10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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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時間：每週日 中午12:30~下午3:30 / 地點：
地點：新西門會堂4樓
日 期
課程
授課老師
報名：
報名：當日於文藝中心門口右方教
育部報名；提前向區牧同工 本週課程 5月7日
信徒須知
張佩蓮師母
或致電02-23116767#471張姊
母親節佈道週，
母親節佈道週，停課一次
五月第二週 5月14日
妹報名
※課程當日，
課程當日，於主日上午堂10點前 五月第三週 5月21日
合併至8月上課
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將提供便當。
將提供便當。
合併至6月上課
五月第四週 5月28日
基礎裝備課程

學生消息
※ 105-1 學期成績單已出，上學期有選課的正修生，可親至教育部簽名領取
可親至教育部簽名領取，如有任何問題可盡快提出。
學期成績單
可親至教育部簽名領取

聖經學院 105-2 學期--每週上課情況

班別 上課日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上午 10:00〜12:00
異端學
白天 5/10 每週三
每週三 下午 2:00 〜 4:00 小先知書導論
班 5/10
每週四 上午 10:00〜12:30 基督教倫理學I
5/11
每週四 下午 2:00 〜 5:00
教會歷史
5/11
晚上 5/8 每週一 晚上 7:00 〜 9:00
異端學
班 5/9 每週二 晚上 7:00 〜 9:30 基督教倫理學I
每週四 晚上 7:00 〜10:00
教會歷史
5/11

授課老師 上課情況 上課地點
吳光照牧師
張惠文牧師 準時上課
張秉聰牧師
新西門會堂4樓
林淑清牧師
聖經學院教室
吳光照牧師
張秉聰牧師 準時上課
林淑清牧師

陳瑞枝牧師週六靈修班--《民數記》

《民數記》希伯來文 bemidbar（在曠野），記載上帝遣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從西乃山到迦南途
中，以色列人因背逆不信而輾轉在曠野漂流 40 年之經過。基督徒的生命是否也因環境而軟弱？甚至猶如以色
列人之暴斃曠野，無法進入迦南應許之地？盼望儆醒之心常在基督徒心中，也歡迎參加真道靈修班，得以常常
檢視自己，進而蒙福。
課程時間： 106 年 5 月 6 日開課 每週六下午 3:00~5:00
上課地點：新西門會堂四樓 聖經學院教室

本週靈修讀經

106年
106年 台北真道教會 C3讀經計畫
C3讀經計畫

從經文中找出：
從經文中找出： ①榜樣 ②鑑戒 ③命令 ④應許 ⑤認識神 。

日期

卷書

章數

主題

大綱

5月7日

約翰福音

第8章

淫婦得救

世人都犯了罪

主是世界的光

真理必得自由

5月8日

約翰福音

第9章

生來瞎子

醫好生來瞎眼

認識主的長進

進一步的啟示

5月9日

約翰福音

第10章
10章

捨命良牧

耶穌是羊的門

耶穌是好牧人

猶太人的反應

5月10日
10日

約翰福音

第11章
11章

活拉撒路

伯大尼的家庭

三種不同的哭

拉撒路的復活

5月11日
11日

約翰福音

第12章
12章

哪噠香膏

伯大尼的見證

得榮耀的時候

主的話與相信

5月12日
12日

約翰福音

第13章
13章

洗腳相愛

彼此洗腳榜樣

知道猶大賣主

彼此相愛命令

5月13日
13日

約翰福音

第14章
14章

差保惠師

吩咐門徒信祂

賜下寶貴應許

耶穌留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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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專欄

$1,787,801.-

【建堂基金】
建堂基金】
教會復興、贏得靈魂，目前會友人數持續增加，
為購置新堂儲備建堂基金。年度目標建堂基金 12,000,000 元整。
累計至 106 年 4 月 30 日建堂基金 1,787,801 元整

達成率

15%

距目標尚須 10,212,199 元整

上週奉獻

項 目
週六下午國高中生敬拜
週六晚上大專生敬拜
週六晚間敬拜
主日上午兒童敬拜
主日上午敬拜
主日下午敬拜
週間奉獻
合計
總計

4

9,600

3

5,000

1

5,000

10

25,800

4
99

19,600

1

3,650

1,000

220,700 17

1,136

19,615 14

11,600

2

400

6

5,000

45,900

16

43,400

4

11,500

4

1,800

1

50

11,115

12

27,247

3

3,500

2

13,000

3

110,891

2,101

40,615 22

27,000

6

111,341

146

351,347 28

教會電話

電話

0955 015 928

94

總人次：
總人次：2722

本會分會資訊
教會地址

主日聚會時間

69巷33號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

92號8樓

0910 029 293

賴金枝牧師
蔡尚謙傳道

0930 054 730
0955 673 885

04-22340456

莊炳全牧師

0955 703 373

03-9559465

宜蘭真道教會

莊炳全牧師

新竹真道教會

0955 703 373

黃振昌牧師

0932 937 020
0910 241 470

03-5284012

任秀妍牧師
黃東興牧師

+6421936631

+6496257600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12街18號

台中市北屯區文昌東

425號4樓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

441號2樓

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64212576445 +6494436188

76,566

106/4/24-4/30

開拓事工

147

陳淑蘋傳道

5,000

源芃康復之家、
源芃康復之家、中興醫院、
中興醫院、喜樂成長學苑
永和福音中心
課輔班、
課輔班、才藝班
週六聖經才藝品格俱樂部

53

02-26740691

6

611,869

上週聚會人數

負責人

李歌牧師

600

10,000

開拓出席

許琪浚牧師

2

2,664

牧區 各堂敬拜出席 小組出席
第一牧區
356
125
第二牧區
436
302
第三牧區
313
147
第四牧區
47
47
青年牧區
339
159
兒童牧區
116
114
新人來賓
50
24
總 計
1657
918

奧克蘭真道教會
北岸真道教會

106/4/24-4/30

什一
其他 植堂宣教 自由奉獻
感恩
建堂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筆數 金額

週六上午雙語(
週六上午雙語(國、台語)
台語)敬拜

三峽真道教會
中壢真道教會
台中真道教會
蘭陽真道教會

$10,212,199.-

67號4樓

新竹市自由路

50 Carr Rd Mt Roskill,
Auckland ,N.Z 紐西蘭
7 Mayfield Rd,Glenfield ,
Auckland ,N.Z 紐西蘭

提供分會聚會相關訊息，
提供分會聚會相關訊息，請鼓勵親友就近參加聚會。
請鼓勵親友就近參加聚會。

9:30~12:00

週日上午

下午1:30~3:00 成人主日學

週日

3:00~5:00

週日下午

10:00~12:00

週日上午

10:00~12:00

週日上午

2:00

週六下午

3:30~5:30

週日下午

週日上午10:00
(禱告會:星期六晚上7:30)
週日下午

4:00~5:30

8真道週報

主日上午敬拜服事表

報到時間：架台組7:50。新人組8:40，負責同工：李詠音傳道0980-484486。
招待組8:30，負責聯絡人：何祿霞姊妹0918-497830
安全組8:50，負責聯絡人：組長:石維邦弟兄0958-914055，宋學堂弟兄0920-719345
陪談組9:20，負責同工：楊謀元牧師0952-052490
本週主日5
下週主日5
項 目
本週主日5月7日
下週主日5月14日
14日
吳章魁傳道
潘春英姊妹
台上領詩
蔡信生執事
每月第一週
擘 餅
吳光照牧師
司 會
楊謀元牧師
證 道
廖文華牧師
黎源悅牧師
第二牧區
第二牧區
輪值區牧長
劉雪蘭傳道
邵德基牧師
輪值同工
第一牧區
第二牧區
架 台
廖麗鳳、莊美滿、蕭靜怡
陳惠瑟、江素娟、張國麗
新 人
黃素英、王惠霖、黃春英、林月桃、楊秀容、王淑雯 童淑華、錢怡君、陳寶英、董又秀、吳佩華、王浩然
李素英、林月桃、李美珠、郭細真、李知虹、趙麗玲
招 待 組 王碧雲、張淑女、孫緯綾、吳淑藝、吳桂英、黃文聰
李美珠、潘華德、王珮騏、吳佩華、孫麗君
黃玉珠、林淑惠、賴素珠、余玉蘭、李麗柳

黃瑞文、謝賢鋒、吳王富美
林玉冠、李冬梅、黃麗華、謝喜松
吳比文、徐文生、李啟佑、潘明貴、陶進隆、蔡一誠 吳比文、徐文生、李啟佑、潘明貴、陶進隆、蔡一誠
安 全 組 謝信得、宋學堂、謝翊楓、邱志偉、程書昌、石維邦
謝信得、宋學堂、謝翊楓、邱志偉、程書昌、石維邦
吳梅花、彭鳳梅、郭惠美、錢智慧
陪 談 組 吳梅花、 游美琪、丘蘭芳、黃盈盈、潭秀英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二樓
禱告動力站
蔡婉珍 蔡玉霞 李美珠 董又秀、王莉雅
時間：8:00~9:30，地點：講台後方2F
收 獻 組 邱寶秀
劉勤英 王浩然 陳螺花 朱汝珍 李美玲、賴素珠 請由後方進入以免影響聚會 ，請準時參加。

教會守望及個人需要禱告或病得醫治

組長 簡淑惠姊妹

主日下午敬拜服事表
報到時間：新人組下午 ，負責同工：李詠音傳道

招待組下午1:40，負責同工：吳章魁傳道0933-003214
S&T敬拜團
S&T敬拜團
蔡信生執事
每月第一週
石維平傳道
劉雪蘭傳道
廖文華牧師
黎源悅牧師
許瓊文、李昕、沈伊芳
陳音秀、沈伊芳
2:00

台上領詩
擘 餅
司 會
證 道
新人組
招待組

0980-484486

彭鳳梅、馬慶夷、林俞廷、劉玉嬌
林小娟、郭曉萍、翁英香

各聚會時間表

聚會

對象

週六上午雙語(
週六上午雙語(國、台語)
台語)敬拜

所有弟兄姊妹

週六下午國高中生敬拜

國、 高中生以及青年

週六晚上大專生敬拜

郭曉萍、鄭俊彥、陳文志、余翔芸
呂靜瑜、劉玉嬌、翁英香、林小娟

時間

地點

10:30 / 9:30週末樂活園

新西門會堂 樓

週六下午

2:00

新西門會堂 樓

大專及社青

週六晚上

7:00

新西門會堂

週六晚間敬拜

所有弟兄姊妹

週六晚上

7:00

新西門會堂 樓

主日上午敬拜

所有弟兄姊妹

主日上午

9:30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主日上午兒童敬拜

三歲至國小六年級

主日上午

9:30

新西門會堂

主日下午敬拜

所有弟兄姊妹

主日下午

2:30

新西門會堂 樓

復興禱告會

所有弟兄姊妹

週五晚上

7:30

新西門會堂 樓

聖樂團契

聖樂團契弟兄姊妹

週日下午

2:00

中興醫務團契

醫務人員及病人

週二晚上

6:00

客語團契

所有弟兄姊妹

第四週 主日中午

12:30

新西門會堂

R樓

原住民團契

原住民弟兄姊妹

第三週 主日中午

12:30

新西門會堂

R樓

小組聚會

所有弟兄姊妹

週六上午

請洽各牧養同工

5
5

B1

5

B1

5
5

新西門會堂

R樓練團室

市醫中興院區

各地區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