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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偉大
約翰福音 1:19~34

◎廖文華 牧師

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
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
約翰。」除了耶穌之外，只有約翰的出生是清楚的
被記載的。
2.先知唯一預言要來的先知(以賽亞、
以賽亞、瑪拉基)
所有的先知都是出生後才成為先知，過去沒有人
預言過他們，施洗約翰不一樣，先知以賽亞、瑪拉基
都曾預言過施洗約翰，他是唯一被預言的先知。
3.讓整個城市、
讓整個城市、國家認罪悔改的屬靈能力。
國家認罪悔改的屬靈能力。
馬太福音 3:5~6「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
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你可以想
像一件事情，整個國家和城市的人，都跑到施洗約
翰那裡去，你能想像整個台灣的人，甚至離開台北
跑到南投去，接受一個人的洗禮，在這個人面前認
罪悔改，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到約旦河週邊所
有的人，都跑到施洗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
4.耶穌稱讚他比先知大多了
馬太福音 11:「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
看 先 知 嗎？我 告 訴 你 們，是 的，他 比 先 知 大 多
了。」施洗約翰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尊榮，在舊約裡
所有的先知，都想要看到耶穌基督的面，可是都沒
有見過，但有一個人叫作西面，在聖殿看到嬰孩耶
穌，西面走到馬利亞的面前，把耶穌接過來看著祂
說：我現在看到救恩，主啊，你可以把我安然的接
走，我的人生已沒有遺憾，因我已看到救主，其實
西面的福已經比那些先知都大了，可是施洗約翰的
尊榮更大，他不只看到耶穌，他還為耶穌施洗，他
這個尊榮有四個力量：

在約翰福音裡施洗約翰說出耶穌基督的三種身
分，他說：我是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只不
過是在曠野裡的那個聲音，喊著說：預備主的道，
所以耶穌基督是主。第二個，他看到耶穌的時候，
祂就對門徒們說：看哪！神的羔羊，那才是主角，
我只是配角，那才是你們該跟隨的人，我只是一個
過渡的人，祂能除去你們的罪孽，所以他稱耶穌為
主，他稱耶穌為神的羔羊。第三個祂是神的兒子，
我不過是神的一個僕人。
在約翰福音 3:22~30 裡約翰的門徒對施洗約翰
說：老師，本來整個國家的人都是到你這邊來受
洗，可是現在這些人，他們都跑到耶穌基督那裡去
施洗，難道你不會感到忌妒嗎？難道你不會感到難
過嗎？難道你不會覺得要作點特別的事情，讓你門
徒的數目可以增加嗎？「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
的，人就不能得什麼。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
差遣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娶新
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足了。」耶穌基督才
是新郎，是祂要迎娶新婦，是祂要迎娶這世界上相
信祂的人，耶穌基督要迎娶教會，耶穌基督要迎娶
每一個相信祂的人，而我只不過是伴郎，我不是新
郎，可是今天我在這裡，我看見新郎開心我就開
心，我看見新郎得到一切的榮耀，祂得到一切的掌
聲，我就覺得很滿足，這就是我的心。
1.施洗約翰
最後約翰說了一句話：「 他必興旺，我必衰
微。」施洗約翰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物，除了耶穌
之外，是新約聖經唯一詳細記載出生經過的人。彼 一、聖潔的力量
得、保羅很偉大，可是他們的出生是如何我們不知
道，但我們卻知道施洗約翰的爸爸是撒迦利亞，他 1.悔改的信息
約翰傳講關於悔改的洗禮，他告訴人們要來到
的媽媽叫以利沙伯，路 1:13「天使對他說：撒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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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道週報

主的面前認罪、悔改，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耶穌
傳講的第一個信息也是悔改，馬可福音 1:15「說：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悔改是我們進到神的國當中的鑰匙，沒有悔改，我
們就沒有辦法進到神的國。耶穌傳講這個信息的時
候，不是說你因為很怕刑罰所以要悔改，很多人悔
改是因為害怕刑罰、害怕地獄、害怕被神管教，可
是耶穌講的不是這樣，而是因為悔改可以進到神的
國裡面，神的國是豐盛的，神的國是有醫治的，神
的國是滿有能力的，神的國是榮耀的，神的國是得
勝的，因為你要進到神的國裡面，經歷神國度裡一
切的美好，要如何經歷神國度的美好，乃是透過悔
改，所以悔改是進到神國度一切美好的鑰匙。神的
國近了，在神的國裡是沒有疾病、沒有貧窮、沒有
孤單、沒有恐懼害怕跟憂慮的，如果你要進到神的
國度裡面，需要透過悔改。
路加福音 3:8~9「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
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
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
罕興起子孫來。」這裡面講到幾個重點，只是內心
裡面很後悔，這不是悔改，哭了也不算悔改，悔改
是需要帶出行為來的，悔改是需要結果子的，悔改
是需要帶出改變的。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說亞伯
拉罕是你的祖先，不要說你不需要改變，因為你是
在基督徒的家庭長大的，不要說我已經是第二代、
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爸爸是
長老，我的家族裡有牧師，施洗約翰說：不要說亞
伯拉罕是你的祖先，你需要結出果子來，跟悔改的
心相稱。「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
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我們需要很激進的
面對我們罪，就好像用斧頭把我們罪的根砍掉，這
是我們面對罪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2.分別為聖的生命
外在的能力是由內在的生命所彰顯出來的。施
洗約翰能夠讓千千萬萬的人，來到他的面前認罪、
悔改，那是因為他的裡面有一個分別為聖的生命，
如果我們要帶出悔改、要使別人悔改，必須要我們
自己先悔改，我們想要帶出聖潔，必須要我們自己
的生命先分別為聖。
路加福音 1:15~17「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
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 他要使
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 他必有以利
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
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
的百姓。」施洗約翰是淡酒、濃酒都不喝，聖經描
述先知但以理，他沒有用王的膳跟王的酒來玷污自
己，他沒有用皇宮裡面豐富的餐點跟美酒來玷污自
己，這兩段經文都用一個比喻來講到分別為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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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金句：
背誦金句 ：

是沒有喝酒，我覺得有點道理，如：酒駕、酒後亂
性、酒後行為失控等等。聖經並沒有說不能喝酒，
可是，他用這個事情來比喻他們分別為聖。
對某些人來說，讓他們上癮的是酒，破壞他們
生活的是酒，可是對你來說，可能不是酒，可能是
別的東西在影響你。十幾年前主用這段經文對我講
話，從那時候開始，我就過著滴酒不沾的生活，如
果你每次心情不好就要喝酒，如果你身旁的朋友都
勸你不要喝酒，今天主要釋放你從酒的問題中出
來，可是真的會搞砸你人生的，其實不是只有酒而
已，色情會搞砸你的人生，性的上癮會搞砸你的人
生，工作狂會搞砸你的人生，對金錢的貪婪會搞砸
你的人生，對名聲的追求、易怒、上網、手機遊戲
等等，這些東西都可能完全摧毀掉你的人生。對你
來說，你生命中的淡酒跟濃酒是什麼？當我們什麼
時候分別為聖的時候，我們在主的面前就為大了。
什麼時候我們從掌控我們的色情、忿怒、手機的遊
戲、工作狂、對金錢與名譽的追求，我們從裡面得
釋放的時候，就是我們可以被主使用的時候。
二、清楚呼召與身分的力量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來問約翰
說：你是誰？你是誰這個問題，對我們人生是一個
很關鍵的問題，很多人其實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
回答的可能是他的頭銜，可能是他的職位，有的人
回答的可能是他的成就，有的人回答的可能是他所
擁有的，可是施洗約翰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誰，他也
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誰，他說：我是奉差遣，在祂
前面的先鋒，可是我不是那個君王耶穌；他知道他
是曠野裡的聲音，但是耶穌基督是那個道，他是為
道來作見證。今天，我身為教會的主任牧師，我也
只不過是一個聲音，這是我跟主的禱告，約翰很清
楚的知道，他是那個燈臺，他不是燈，他不是光；
施洗約翰不過是蠟蠋，耶穌才是真光，照亮這個世
界上所有的人；施洗約翰不過是在約旦河、在猶太
地帶來救恩，可是耶穌是全人類的救主，施洗約翰
知道自己是伴郎，耶穌才是新郎。
Ralph Ellison 說：『當我發現了我是誰，我就得
自由了』。這就是施洗約翰生命中很重要的祕訣，
他知道他是誰，有很多人試著要成為誰，他會變得
很辛苦。另外一個很有名的聖經學者 William Barclay 說：『人的一生裡有兩個偉大的日子，一個是
他出生的日子，另一個是發現自己為何而出生的日
子。』我說的不是你擁有什麼，或是你成就了什
麼，或你的頭銜是什麼，或你的職位是什麼，到底
神為什麼讓你來到這個世界上，當你找到那個日子
時，那是何等偉大的日子，今天我期待我們每一個
人都能夠找到這個日子。

「她的兒女都起來稱她是有福的，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
她的兒女都起來稱她是有福的，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有才德的女子很多，
但你比她們更超卓。” 」 箴言31:28~29
箴言31:28~29 (出自新譯本聖經)
出自新譯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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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清楚自己的呼召和身分，這會帶給我們
安全感，使我們不需要去忌妒、競爭、比較，你就
可以真的為別人的成功而開心，這個並不容易，約
翰福音 3:29「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
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樂滿
足了。」有時候看到最好的朋友成功，看到我們的
家人成功，看到教會弟兄姊妹成功，我們一點都不
開心，反而有點沮喪，我們沒辦法為別人的成功開
心，其實這不是健康的事情。當你看到別人成功，
如果你沒有很健康、你沒有找到自己的呼召、你不
知道自己是誰、你沒有這個安全感，你看到別人成
功時，你就會有點酸酸的，過後就會覺得他很驕
傲，而且會產生想要跟他拼的心，還覺得這是很健
康的鬥志，我是不服輸，我要跟他拼到底，最後還
會生氣，上帝，為什麼祢給他沒有給我。如果你在
身分上沒有找到安全感，你就會這個樣子。
「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什
麼。」當你看見一個人成功時，他為什麼成功，上
帝為什麼給他這個恩寵，你用心去想，他生命當中
一定有值得上帝很喜悅他的地方，我想知道上帝為
什麼很喜悅他，上帝為什麼給他這一切，上帝為什
麼很信任他，上帝尊榮他一定有原因，我好想能夠
跟他學習。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見神在一個人
身上的恩寵。瑞典科學家兼哲學家 Emanuel Swedenborg 說：『愛是渴望將我們所擁有的給人，並覺得
對方的喜悅就是我們擁有的喜悅。』把我們所有的
跟別人分享，這就是愛了，施洗約翰對耶穌也是這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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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堅定的力量

馬太福音 11:7~10「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
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什麼
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
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
在王宮裡。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先知
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經上記
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
的就是這個人。」有些人像風吹動的蘆葦，一下有
這個異象，一下有這個感動，一下想作這個，一下
想作那個，搖來搖去，最後一事無成，施洗約翰不
是風吹動的蘆葦，他是非常堅定的；他也不是穿細
軟衣服的人，細軟衣服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很軟
弱、很沒有男子氣概，施洗約翰不是軟弱的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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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壓力就退縮、就膽怯。今天我們每一個領受神給
我們的呼召跟使命的人，我們知道在基督裡面是什
麼身分的人，我們都不應該是被風吹動的蘆葦，我
們都不應該是軟弱、退縮的人。
1.成功的關鍵是恆毅力
決定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在天賦與智商，而是
恆毅力，是持之以恆的毅力。有的人他們很成功，
可是並沒有很聰明，也沒有天份；有的人很聰明、
很有天份，可是也沒有成功，其關鍵就是恆毅力。
2.若用公式來表達成功，
若用公式來表達成功，努力佔了兩倍：
努力佔了兩倍：
才華×努力=技巧 ； 技巧×努力=成就
一個有才華的人，如果他又努力，就會變成一
個很有技巧的人；一個技巧很好的人，他又繼續努
力，就會成就很大的事情，所以堅定的力量非常重
要的。
四、謙卑的力量

籃球教練 John Wooden 說：『才華是神給的，
要謙卑。名聲是人給的，要感恩。高傲是自己給
的，要小心。』施洗約翰說：祂興旺，我衰微；祂
增加，我減少。這是我跟主的禱告，很多年前我開
始以施洗約翰為我的榜樣時，我常跟主作一個禱
告：『主，我希望聽完我的信息，或是在我的事工
裡面的人，會覺得文華牧師那麼笨，但是竟然可以
被神用，所以神很偉大。』我也希望我們教會每個
弟兄姊妹的禱告：主啊！願祢增加，祢在我的生命
當中愈來愈大，我在我的生命當中愈來愈小。
St.Augustine 說：『在謙卑裡頭，很奇特地蘊含一些
東西能使心靈得著高升。』不知道為什麼，我越往
低俯伏，裡面有一樣東西，謙卑這件事情，他反而
會讓我們這個人的心靈提升。
今天我們來看施洗約翰的時候，一起分享他這
個四個祕訣，聖潔的力量，我們需要悔改，悔改是
我們進到神國度一切美好的鑰匙，悔改是真的需要
結出果子來的，我們面對我們生命中的罪，要很激
進的，好像拿斧頭要把那個根砍掉一樣。我們如果
想要有那個外在的聖潔，外在帶出聖潔的力量，像
施洗約翰一樣，我們內在要先分別為聖，我們要淡
酒、濃酒都不喝，對某些人來說問題是酒，對我們
來說，淡酒、濃酒是什麼？可能是我們的情慾，可
能是我們的脾氣，可能是對網路的成癮，可能是我

本週上午堂主日詩歌單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出自：
出自：深觸我心 專輯)
一切歌頌讚美
(出自
出自：
：彩虹下的約定 專輯)
我主耶穌真好
(出自：
出自：恢復榮耀 專輯)
耶穌唯有祢
(出自：
出自：愛贏了 專輯)

本週下午堂日詩歌單
Happy Day

生命真光
我要看見
天開了

出自：
出自：Happy Day 專輯)
(出自：
出自：點燃 專輯)
(出自：
出自：我要看見 專輯)
(出自：
出自：天開了 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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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名、利的追逐，那是什麼，我們要去對付它。
我們需要找到我們在神面前的呼召跟身份，我
們是誰，我們不是誰，當我們清楚知道的時候，我
們就可以有安全感，我們就真的可以面對別人的成
就而開心，我們就可以欣賞神給別人的恩寵。親愛
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堅持下去，不要放棄，我們
不能像風吹動的蘆葦一樣搖來搖去，我們也不能夠
膽怯、退後。我們需要有恆毅力，恆久的堅持下去
的毅力。我們也需要謙卑，對主說：祢愈多，我愈
少，祢興旺，我衰微。
施洗約翰是個偉大的先鋒，今天神的國度還需
要千千萬萬的先鋒，施洗約翰是為耶穌基督第一次
的再來預備道路，可是我們要為耶穌基督第二次的
降臨來預備道路，耶穌基督會再來這個世界上，祂
需要更多的施洗約翰興起。馬太福音 11:「 你們出
去究竟是為什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
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
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
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
這讓我們有點困惑，既然說施洗約翰是最大的，婦
人所生的沒有一個人是大過施洗約翰的，怎麼又說
9

10

11

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若要讀懂這段經文，就要明
白耶穌基督是分水嶺，在耶穌基督之前，就是最偉大
的先知也渴望見到耶穌，他們也都沒辦法見到耶穌，
只有施洗約翰被神尊榮到一個地步，只有他能夠為耶
穌開路，他甚至可以為耶穌來施洗，甚至耶穌稱讚他
說：他比先知大太多了。可是耶穌基督之後一切變得
不一樣，耶穌為門徒洗腳，耶穌說我是你們的朋友，
耶穌為我們而死，耶穌為我們而復活，每個相信耶穌
基督的人，都有耶穌住在我們生命當中。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比施洗約翰幸福太多
了，我們這些在神國度裡面的任何一個人，你所經歷
到的事情，施洗約翰都羨慕了，今天，你比摩西所經
歷的，你比以利亞所經歷的，你比大衛所經歷的，你
比施洗約翰所經歷的，更加的蒙福了，因為耶穌住在
你的生命當中，媽媽所生的沒有人能勝過施洗約翰，
可是被聖靈所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做比施洗約
翰更大的事。今天我要禱告在我們當中，有更多的施
洗約翰被興起，有更多為耶穌基督第二次的再來被興
起，你會成就更大的事。
全文完(講員為本會主任牧師)

母親節收割季專欄
佈道會—恆愛的光輝

箴言 31:28-29「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
也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妳超過一切。」

場次：
場次：
第一場 5 月 13 日(週六)晚上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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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真道教會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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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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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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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重生的鑰匙
心意更新而變化

經文：
經文：羅馬書十二 1~2

堅信--堅信---神人合作的智
---神人合作的智慧
神人合作的智

羅馬書八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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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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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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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牧區消息

一年一度兒童夏令營來嘍‼這次我們要帶領孩子
做正確的選擇來扭轉未來，也要一起勇闖六福村。
日期：7月10日(週一)~7月12日(週三)
地點：苗栗禱告山(中華祈禱院)
對象：國小升小三～小六生
報名：洪老師 0972 070 202 ；黃老師 0933 896 771
備註：早鳥優惠到5/31，報名從速噢！
原住民團契聚會消息

時間：5月21日（週日）中午12:30
地點：新西門會堂R樓大樓會議室
雙語(國、台語)敬拜
講員：傅金源牧師
洪漢義弟兄曾是香港販毒集團的首腦，為何痛 連絡：潘明貴弟兄 0958 101 653
改前非，決定不再當「黑道大哥」而改當「真道大
哥」? 邀請您來聽他的見證！
會計室奉獻消息
日期：5月27日（週六）上午9:30~12:00
一．奉獻方式：
奉獻方式：
講員：洪漢義弟兄
1.電匯 / ATM 轉帳：國泰世華銀行 安和分行
地點：新西門會堂5樓大堂
帳號： 027-50-611377-1
聯絡：梁姊妹 2311-6767轉453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2.郵局劃撥： 07516599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第二牧區領袖退修會
※備註欄請註明奉獻姓名電話、奉獻項目等資料
主題：點燃晨禱的火焰
(或請來電核對匯款資料)
時間：5月28日(週日)~5月30日(週二)
3.銀行帳戶定期轉帳：
地點：南投縣信義鄉原住民——羅娜教會
請至奉獻櫃台索取表格填寫，約定定期轉帳。
內容：1.領袖們分享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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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東埔溫泉、八通關古道口健行
5.支票：抬頭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北真道教會。
連絡：姚新曼傳道 0936 455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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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裝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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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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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致電02-23116767#471張姊
妹報名
※課程當日，
課程當日，於主日上午堂10點前
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將提供便當。
將提供便當。

日 期
課程
授課老師
母親節佈道週，
母親節佈道週，停課一次
本週課程 5月14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上） 張秉聰牧師
五月第三週 5月21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基督徒生涯規劃（中） 張秉聰牧師
五月第四週 5月28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信徒須知
張佩蓮師母
六月第一週 6月4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基督徒生涯規劃（下） 張秉聰牧師

聖經學院 105-2 學期--每週上課情況

班別 上課日
白天
班

5/17
5/17
5/18
5/18

晚上
班

5/15
5/16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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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靈修讀經
日期

卷書

授課老師
吳光照牧師
張惠文牧師
張秉聰牧師
林淑清牧師
吳光照牧師
張秉聰牧師
林淑清牧師

上課情況

上課地點

準時上課
停 課
4樓
準時上課 新西門會堂
聖經學院教室
準時上課
停 課
準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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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綱

章數

主題

5月
月14日
日 約翰福音

第15章
章

葡萄枝子

葡萄樹與枝子

肢體彼此相愛

世人逼迫信徒

5月
月15日
日 約翰福音

第16章
章

真理聖靈

認識聖靈工作

憂愁變為喜樂

已經勝了世界

5月
月16日
日 約翰福音

第17章
章

基督代求

主為自己禱告

主為門徒禱告

主為信徒禱告

5月
月17日
日 約翰福音

第18章
章

被捕受審

客西馬尼被捕

彼得站著烤火

為真理作見證

5月
月18日
日 約翰福音

第19章
章

受死安葬

你們看這個人

十字架下託付

應驗經上的話

5月
月19日
日 約翰福音

第20章
章

復活顯現

耶穌已經復活

抹大拉馬利亞

主賜三個平安

5月
月20日
日 約翰福音

第21章
章

考問愛心

再次網魚神蹟

你愛主更深嗎

這人將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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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專欄

$1,86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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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建堂基金 1,860,521 元整

達成率

15.50%

距目標尚須 10,139,479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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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上午雙語(
週六上午雙語(國、台語)
台語)敬拜

上週奉獻

4

2,700

4

1,435

1,847

10

35,500

2,200

9

46,653

3
176

1

1,000

1

4,742

6,750
1,065

38,220 17

13,900

1

100

8

5,900

55,235

1

500

17,123

38

83,457

3

3,500

5

12,813

25

205,073

3

10,000

2

6,000

5

6,366

2

4,400

72,720 25

32,913

6

6,466 11

10,800

269

1,022,428 35

上週聚會人數

電話

教會電話

0955 015 928

02-26740691

奧克蘭真道教會
北岸真道教會

200

34,200
613,410 27

負責人
許琪浚牧師
陳淑蘋傳道
賴金枝牧師
蔡尚謙傳道
莊炳全牧師
莊炳全牧師
黃振昌牧師
任秀妍牧師
黃東興牧師
李歌牧師

新竹真道教會

1

20,000

開拓出席

宜蘭真道教會

106/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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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區 各堂敬拜出席 小組出席
第一牧區
359
144
第二牧區
457
319
第三牧區
303
155
第四牧區
50
34
青年牧區
314
143
兒童牧區
113
110
新人來賓
53
52
總 計
1649
957
三峽真道教會
中壢真道教會
台中真道教會
蘭陽真道教會

$10,139,479.-

94
129

本會分會資訊

0910 029 293
0930 054 730
0955 673 885

04-22340456

0955 703 373

03-9559465

0955 703 373
0932 937 020
0910 241 470

03-5284012

+6421936631

+6496257600

+64212576445 +6494436188

1,234,289

開拓事工

106/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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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38

312

88,962

總人次：
總人次：2918

教會地址
主日聚會時間
週日上午
9:30~12:00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69巷33號 週日下午1:30~3:00
成人主日學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92號8樓
週日下午3:00~5:00
台中市北屯區文昌東12街18號 週日上午10:00~12:00
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425號4樓 週日上午10:00~12:00
宜蘭市女中路二段441號2樓
週六下午2:00
新竹市自由路67號4樓
週日下午3:30~5:30
50 Carr Rd Mt Roskill,
週日上午10:00
Auckland ,N.Z 紐西蘭
(禱告會:星期六晚上7:30)
7 Mayfield Rd,Glenfield ,
週日下午4: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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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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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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主日5
本週主日5
項 目
週主日5月21日
本週主日5月14日
14日
潘春英姊妹
台上領詩
朱惠恩姊妹
每月第一週
嬰兒祝福禮
擘 餅
司 會
楊謀元牧師
張惠文牧師
證 道
黎源悅牧師
廖文華牧師
第二牧區
第三牧區
輪值區牧長
邵德基牧師
吳章魁傳道
輪值同工
第二牧區
第三牧區
架 台
陳惠瑟、江素娟、張國麗
陳萃玲、林佩蓉、曹家綾
新 人
童淑華、錢怡君、陳寶英、董又秀、吳佩華、王浩然 郭美惠、李秀英、林瑞嬌、傅亞玲、郭惠美、魏秀真
潘枝櫻、王德富、廖惟嬌、吳佩華、林月桃、曾以潔
招 待 組 李素英、林月桃、李美珠、郭細真、李知虹、趙麗玲
黃玉珠、林淑惠、賴素珠、余玉蘭、李麗柳、林玉冠 林美雪、丘蘭芳、陳淑媛、謝喜松、吳王富美

李冬梅、黃麗華、謝喜松
李美珠、古雪惠、何坤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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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梅花、游美琪、黃寶玉、曾黎、詹美瑋
陪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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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簡淑惠姊妹

教會守望及個人需要禱告或病得醫治

主日下午敬拜服事表

報到時間：新人組下午2:00，負責同工：李詠音傳道0980-48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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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一週
嬰兒祝福禮
劉雪蘭傳道
莊智程傳道
黎源悅牧師
廖文華牧師
陳音秀、沈伊芳
侯坤利、邱智偉

台上領詩
擘 餅
司 會
證 道
新人組
招待組

郭曉萍、鄭俊彥、陳文志、余翔芸
呂靜瑜、劉玉嬌、翁英香、林小娟

聚會
週六上午雙語(
週六上午雙語(國、台語)
台語)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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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敬拜
主日上午兒童敬拜
主日下午敬拜
復興禱告會
聖樂團契
中興醫務團契
客語團契
原住民團契
小組聚會

對象

各聚會時間表

彭鳳梅、郭曉萍、林俞廷、馬慶夷
呂靜瑜、陳秉芳、翁英香、林小娟

時間

週六上午10:30 / 9:30週末樂活園
所有弟兄姊妹
週六下午2:00
國、 高中生以及青年
週六晚上7:00
大專及社青
週六晚上7:00
所有弟兄姊妹
主日上午9:30
所有弟兄姊妹
主日上午9:30
三歲至國小六年級
主日下午2:30
所有弟兄姊妹
週五晚上7:30
所有弟兄姊妹
週日下午2:00
聖樂團契弟兄姊妹
週二晚上6:00
醫務人員及病人
第四週 主日中午12:30
所有弟兄姊妹
第三週 主日中午12:30
原住民弟兄姊妹
請洽各牧養同工
所有弟兄姊妹

地點

新西門會堂5樓
新西門會堂5樓
新西門會堂B1
新西門會堂5樓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新西門會堂B1
新西門會堂5樓
新西門會堂5樓
新西門會堂R樓練團室
市醫中興院區
新西門會堂R樓
新西門會堂R樓
各地區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