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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重生的鑰匙
一、個人見證 (黎源悅牧師)

父母在我兩、三歲的時候離異，爸爸原是職業
軍人，為了照顧我就轉任警察，所以我的童年媽媽
是缺席的，後來我跟著爸爸搬到台南永康，在這裡
我進入教會，神給我一個很大的恩典，因為是在台
南的鄉下長大，所以心胸比較開濶，也比較自由自
在，也學習去愛台灣這塊土地。我有三個哥哥，爸
爸再婚後生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在這樣的家庭
環境裡，常常因為家人溝通不順暢而受傷。我們家
以前就是非常會吵架，我的口才都是在吵架中訓練
出來的，但我都是吵輸的那一個，但神的恩典臨到
我們家，我們就慢慢學習和好，就越來越相愛、越
來越融洽。
我在唸高中的時候進入教會，受洗成為基督
徒，在學校裡面參與很多的服事，這件事情在我的
生命中給我很大的幫助，因為當我的焦點開始轉
移，懂得去愛別人的時候，我就開始領受非常多的
愛，以致於我的全班同學都跟我去過教會，一個都
沒有漏掉，我就發覺原來校園工作很重要。我讀大
學時得到一個冠軍，就是我是班上第一個結婚的，
另外一個冠軍是我的先生，他也是他們班第一個結
婚的，所以我們倆個就得到雙料冠軍，神給我們很
大的恩典，就像童話故事裡的王子跟公主一樣，從
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我的先生寫了 28 年的情
書，在這婚姻當中，我們一起愛上帝、一起愛青少
年、一起在校園裡面工作、一起當輔導老師、一起
經歷很多奇妙的恩典。
我覺得上帝真的成就在我的生命當中，當我不
懂得愛的時候，祂先愛了我，讓我懂得去成就別人
的夢想，以致於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經歷
很多神蹟奇事。神的恩典讓我得到很多的獎，其中
一個獎就是傑出經理獎，而我也是那一屆裡唯一非
營利機構的得獎主，在這過程當中，我先生扮演一

◎黎源悅 牧師

個很好的角色，他常常告訴我說：妳雖然是太太、
雖然是媽媽，但是妳可以追求你生命中的夢想，我
不希望妳在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當中，浪費妳
的才華，他常常鼓勵我、成全我，讓我去發揮我的
人生。
我的女兒也是很特別的，神讓我經歷到每一個
人的獨一無二，我女兒大概在嬰兒時期就很會安慰
我，她很愛笑，睡醒起來也是笑，她也非常有創
意，作電影、作製作人，完成很多美好的事情，我
們家裡很多創意及歡笑都是從她而來，神也給我一
個獨一無二的兒子，他從出生的時候就有神經纖維
瘤，這是一個染色體異常，我也因為這兩個孩子學
會如何當母親。我以為我的人生從此以後就幸福快
樂，沒想到過去的兩年，我們家經歷一個很大的風
暴，下面是我兒子的故事。
二、逆境重生 (張以磏見證分享)
我是第 17 對染色體異常，造成神經纖維瘤，所
謂神經纖維瘤，就是順著神經長瘤，你能想到有神
經的地方，我就會長瘤。小時候還沒有這麼的嚴
重，只有在外觀上與常人不同，但是同學就會很直
接的問我：這是什麼東西，我也不太會回答，就開
始逃避這件事情，例如：上體育課的時候，我們必
需穿短褲、短袖的體育服，就會有些斑、瘤露出
來，其他小朋友就會一直問，造成我很不喜歡上體
育課，上體育課時總會躲起來，很怕與人互動。又
如在上游泳課的時候，更慘，我就只剩下一條泳
褲，我就會用其他方法，譬如換衣服換得慢一點，
不去游泳池跟大家游泳，因為可能會造成人家以為
這是皮膚病，擔心會被傳染，通常我會躲去溫水按
摩池那邊，跟一群阿公、阿嬤一起。
神經纖維瘤造成我比別人成長的還要慢，身材
很瘦小，有一次我在沙坑跟我妹妹玩，等著爸爸來
接我們，這時有個高年級的學生就來跟我挑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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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發生了肢體衝突，那時他輕輕的推了我一下，
我就飛得非常的遠，我妹妹就挺身而出，用一張嘴
把那個人給罵跑了，這時候我明白有個家人在旁邊
很重要，也可以了解那個時候女生長得比男生還要
成熟，這當中瘤沒有影響到我的器官還有行為的功
能，所以只需定期的追踪及檢查。
在我十九歲那年，在頸椎上發現了一顆瘤，那
時醫生說：那顆瘤如果長大會很危險，會壓迫到很
多重要的神經，那時我們全家討論，希望我能休學
一年，那年我在家裡其實過得很快樂，也沒有太大
的影響，後來我就去上大學，我考上的是視覺傳達
設計系，因為我非常喜歡畫畫，設計系是非常需要
熬夜的，而我也沒有放掉任何玩的機會，所以我是
一邊熬夜一邊玩，最後就造成我的身體負荷不了。
有一天我在畫畫的時候，感覺到無法控制我的
筆，剛開始我以為是太久沒練習的緣故，或是電腦打
太多了，產生了電腦手，我心裡有很多的猜測和想
像，結果是因為那顆瘤已經長大壓迫到我右手的運
動神經，造成我沒有辦法控制我的筆，這個情況愈來
愈糟，在這之前，我會有一點點電擊的感覺，好像你
牙痛的感覺，我是全身都好像有電擊的感覺，這種電
擊越來越強烈，有一天我在家裡休息的時候，那天是
週末，那個電擊大到使我整個人倒在地上，還好我的
母親當時在家，就把我送到急診室。過了幾天，我終
於可以自己站起來了，但是我的右手幾乎是完全無法
使用，在外面行走可能會以為這個人天生腳有問題，
因為走路時我會一直擺動右腳，無法像正常人般的行
走。我們問醫生該怎麼辦，醫生說有很多種方式，可
以吃藥、可以放著不管、可以開刀，但我最後選擇開
刀，因為我非常喜歡畫畫，我想賭一賭，縱然醫生跟
我說：如果手術失敗，你會終身癱瘓、要坐輪椅、要
帶呼吸器，但我還是想賭一把，因為我想追求我的夢
想，也感謝上帝把平安的靈放在我心中，讓我不會有
懼怕的感覺。
長方形跟矩形是我人生的兩個形狀，長方形就
是我的床，正方形就是醫院的天花板，我每天就是
躺在床上數著天花板的格子，因為我連翻身的力氣
都沒有。當時我每天都要復健，從病房到復健室都
會經過中庭，裡面有一顆大樹，我每天看著這顆
樹，就會跟上帝禱告說：有一天我也要像這顆樹一
樣，很強壯的站起來。我有個復健老師，我都稱他
魔鬼教練，他每天都給我非常多的挑戰，你今天可
以站著，明天就要閉眼睛站著，後天再單腳站著。
有一天，他給我一個挑戰，我覺得非常困難，我媽
媽在旁邊心臟都快要從嘴裡跳出來了，他要我上去
再倒退著下樓梯，這對當時的我是如登天般的困

難，感謝神，我完成了他給我的每一項任務。每天
在復健室看著窗外人來人往，我就告訴自己，有一
天我也要像他們一樣可以自己生活。
開刀完之後，我幾乎也是都用我的左手在作事
情，因為我在訓練右手，經過很多的復健之後，我現
在可以正常的使用湯匙、筷子和牙刷。我開刀完兩個
禮拜之後，我第一次碰到水的感覺，是一種很新鮮、
很新的事情，上帝給我體會什麼叫作水的感覺，當然
這些生活的瑣碎小事，對我來說都不是太重要，重要
的是我可以重新拿起筆來畫畫，我每天復健兩小時後
會回到病房，然後開始一直畫一直畫，最後把畫作貼
在牆上面，每次護士、醫生進來時，就可以順便參
觀。我要說的是：不要讓外在的環境及條件阻擋你，
因為在你裡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
知道 認識自己
選擇 選擇成為
堅持 堅持到底
上面這三個步驟是我的體會，你要非常認識你
是誰，然後選擇成為你要成為的人，就像我認識自
己是個有神經纖維瘤的人，我選擇成為不被它打倒
的人，努力作著復健，然後必需堅持到底，這就是
你人生的道路上必需作的三件事情。當然，我也不
是一直這麼的正面、積極，在黑夜時我也會問上
帝，為什麼是我？我好累，可不可以放棄？但是，
上帝總是給我無盡的恩典，每天給我新的力量可以
往前，過嶄新的一天，住院46天可能不是很長，但
對我而言是人生最關鍵的46天。哥林多後書12:9~10
「 但他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我的大
能在軟弱中得以完全。因此，我反而極其樂意地誇
耀我的那些軟弱，好讓基督的能力遮蓋在我身上。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
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
剛強了。」
三、逆境重生的鑰匙 (黎源悅牧師)
心意更新而變化
感謝神，我們一起經歷這個過程、一起流淚，
我們是2015年1月19日倒下來的，其間我們去醫院非
常多次，每次醫生都告訴我要有心理準備，有一次
一位高階的主管，是個基督徒，他是台灣非常少數
這方面的能手，是核磁共振解讀方面的主管，他就
陪我去見另外兩科的醫生，講了很多的術語，結束
後他問我：你的兒子幾歲，我說23歲後，原已隱忍
了整天的淚水，瞬間潰堤，在滿滿是人的診間裡嚎
啕大哭，他還這麼年輕，他還有未來，但是醫生一
9

「
為離了我，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約翰福音 15:5
愛的提醒：
愛的提醒 ： 「因應教會聚會是室內空間，
因應教會聚會是室內空間，人數眾多，
人數眾多，故空調品質需維持在一定的溫度 23 度，如
有需要請弟兄姊妹可以自行預備外套使用，
有需要請弟兄姊妹可以自行預備外套使用，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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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金句：
背誦金句 ： 我是葡萄樹，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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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告訴我們，那個瘤壓住的神經是在第二節的地
方，第二節以下會全部癱瘓，開完刀後他會完全無
法自主，我還問醫生：既然無法自主，為什麼要開
刀，醫生狠狠瞪我一眼說：你不要救他的命回來
嗎？如果不開刀連命都沒有，那時對我們來講真的
非常的掙扎。
當我們聽到一個資訊的時候，這個資訊會進入
我們的大腦，通過我們的信念，給我們自我形象、
給我們行為舉止，再帶出結果、習慣，是成功或失
敗。舉例：有位中學生，他聽到一個資訊，要上數
學課，這個資訊進入他的大腦開始運作，他裡面如
果有一個信念，我是個數學永遠學不好的人，他上
數學課的自我形象就會是負面的，他上數學課的行
為舉止就會消極的，所以他的數學學習的結果就會
是壞的，他回去面對數學的習慣，就會是個壞的習
慣，因此他的數學就會是失敗的。在每一個元素裡
有可能當新的事情進來，這個元素就會改變，其中
信念這個元素，如果有新的事情進來，會讓整件事
情的發生變得可大可久、可深可廣。
感謝主，因為我的孩子是在教會中長大，上帝
把從聖經的信念給他，這個過程當中我真的很受折
磨，我相信為人父母者都可以體會，我的先生也跟
我說：他巴不得這個瘤是長在自己的身上，我每天
都渴望早上醒來的時候，瘤是長在我身上而不是我
兒子的身上，在這過程我的兒子及女兒給我們極大
的安慰，在第一天醫生告訴我關於我兒子的病情
時，我一個人跑去228公園，全身發抖，然後打電話
給我先生，我先生說：妳先不要緊張，我們有上
帝，妳先回家，回來後我們再好好商量。我掛了電
話，站在228公園裡心想：現在要怎麼回家，我家在
新竹，我來過台北不知多少次了，但此時，我覺得
我的世界似乎跨了，我連怎麼從228公園回家都不知
道，我就發呆想了一段時間，思想著我家在那裡、
我要如何回家。我的意思是說當時我其實是在一個
放空、打結的情況，我也不是那麼剛強，一開始就
知道我要怎麼辦，可是當我們冷靜、禱告了三天，
我們才在我兒子放學的某一天，帶他去餐廳吃飯，
然後告訴他實際病情，我兒子非常冷靜看著我說：
從小妳不是教我，人不能醫，神可以醫，這就是我
兒子的信念。
堅信---神人合作的智慧
我們每一天都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用上帝的
本週上午堂主日詩歌單

何其偉大
全心呼求
呼求祢憐憫
永遠敬拜

出自：
出自：超自然 專輯)
(出自：
出自：向列國宣告 專輯)
(出自：
出自：奔向愛我的神 專輯)
(出自：
出自：城市豐收教會)
(

眼光去過濾我們人生的每一個信念、每一個資訊，
可能我們的原生家庭給我們的信念、給我們的資
訊，對一些事情，就很容易讓我們生命當中有地
雷，對有一些事情，我們就會有反應，可是我們怎
麼用上帝在聖經中的信念來取代我們所有原始的反
應，或者世界給我們的聲音。約翰福音11:40「耶穌
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嗎？」這樣的一個態度就在我的裡面，讓我緊緊的
抓住神，有很多次我們全家人一起禱告說：不管結
果如何，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我們要看見神的榮
耀，我們要看見神的作為，就像亞伯拉罕一樣，他
並不明白為什麼神要他把獨生愛子獻給神，如果作
這件事情，好像他就沒有辦法真的看見神給他的應
許，就是他的子孫要像海邊的沙、天邊的星那麼
多，但是因為他裡面有一個堅信，他就看見神的榮
耀，因為他越堅信，他就越能走進他的命定，這就
是我們跟神同工的一個模式，我們需要用堅信來跟
神合作，特別是在逆境當中、在風浪當中、在越大
的困難裡面，只要我用堅信，我才能夠走出我獨一
無二的命定，我才能作別人不能夠作的事，因為神
對我的生命有一個特別的打造。
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我作一個這樣特別孩子的
母親，是神對我有一個特別的呼召，我可以獻給神
的讚美跟禱告，是我將來到天堂不能夠獻的，當我
的兒子在手術室從清晨到晚上，別人都已從手術室
出來，只有我兒子沒有出來，我們坐在手術室門口
向神獻上讚美跟禱告，那樣的堅信，是將來我去天
堂所獻的讚美不能夠獻給神的，在這樣不斷不斷的
年日裡面，我在這個堅信裡面，學習神怎麼樣一步
一步把我推到我生命中的命定，就像摩西一樣，神
呼召他在曠野四十年，這四十年是多麼漫長，每天
對神的呼召、對神的呼求、對神的禱告，第二天醒
來，什麼都沒有發生，你還是住在曠野，你還是離
開皇宮面對一群羊，你不再是王子了，可是那個堅
信使他緊緊抓住神的應許，他知道那偉大奇妙神對
自己的精心創作。所以我知道在這曠野的道路，就
是人與神相遇的道路，在曠野裡面就是神跟人立下
應許的時候，所以我在曠野中倍感甘甜，倍感看見
神在我們家的豐盛。
當我正身處曠野的時候，兒子的一句話帶給我
很大的幫助，好幾次去醫院，醫生都會給我們很多
的噩耗，告訴我們更可怕的訊息，更強烈負面的答
本週下午堂日詩歌單

我要全心稱頌我的主 (出自：
出自：為著祢的榮耀 專輯)
我主耶穌真好
(出自：
出自：恢復榮耀 專輯)
世界之光
(出自：
出自：沙漠中的讚美 專輯)
我深渴望
(出自：
出自：上帝能夠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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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常從醫院的診間很艱難的才能走到大門口，
到了大門口的時候，我兒子就會對我說：走吧，我
們去看畫展，我就跟他說：你怎麼有辦法在這個時
刻，還可以面帶微笑的繼續往前走，很開心的說要
去看畫展？我兒子回答說：生病已經很倒楣了，再
不快樂不是更倒楣嗎？如果你也覺得你的生命有些
風浪，有些事情讓你覺得很受折磨，這個時候求主
幫助我們走出風浪。
約瑟的故事給我很大的幫助，對於哥哥的殘
忍、對於一個潑婦的假見證、一個多年不公義的監
禁，他沒有跟上帝埋怨，如果他每天都問上帝為什
麼這些事會臨到他，這對他人生一點幫助都沒有，
對我而言也是如此，我不是沒有問過為什麼，可是
每次問為什麼就會很軟弱，每次問為什麼就會倒
退，我發現只能問一件事，這個時候我可以作什
麼，我怎麼樣讓我的生命更大的打開、更大的開
廣，讓上帝透過我能夠彰顯祂的作為，能夠彰顯祂
的榮耀。我們一家四口在醫院不斷遊走的過程，真
的也經歷很多神很奇妙的作為。
我兒子在醫院裡換了五次病房，每次換病房
對我都是很大的折磨，那時他全身還有七根管
子，所以每次要推病床的時候，我都一直定睛在
我兒子身上，後來我兒子對我說：隔壁床是我伙
伴，我說：病房就好像約瑟關在監牢裡，隔壁怎
麼會有你的伙伴，他說：我換了五個病房，那個
人都在我的隔壁床，他就給那個素不相識的人取
了一個名字，叫作我的伙伴，有一天我的兒子對
我說：妳去傳福音給隔壁床那位伙伴的太太，帶
她信耶穌，我問他為什麼？他就把那個人的一輩
子講給我聽，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她每天晚
上都會打電話給別人講半個小時，然後就把她的
一輩子講完了，妳去傳福音給她。
那時，其實我自己都一直在尋求別人的幫助，
因為有一個看護一直在咳嗽，所以我很想幫我兒子
轉到單人病房，我拜託了很多人，可是都沒有辦法
轉病房，雙十節連假那一天，那個伙伴的太太就來
了，我就在走廊上攔住她，帶她信耶穌，然後為她
禱告。隔天我女兒告訴我說：聽護士說有單人房
了。我分享的重點是，當你把隔壁的人帶領信耶
穌，馬上就有單人房了，在那個處境裡面，就像約
瑟在監牢裡面一樣，一定有他在監牢的意義，我們
在病房裡面也有在病房的意義，神愛這個家庭到一
個地步，就是要把一個牧師關在他們的旁邊，非要
帶她信耶穌不可。
神讓我們在每一個逆境當中，按著神的心意一步
一步往前走，只要我們用堅信跟上帝合作，取代我們
原來的信念，真知道上帝是愛我們到底的神，我們人
生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命定，在我們身上都是如此，
在這過程中我軟弱、痛哭及絕望過、但我有個信念使
我緊緊抓住神，上帝是賜平安的神，不是降災禍的
神，這是祂的性格、祂的決定，祂創造我們就是要給

我們平安。從小我就要他們在小事上、在危機不是這
麼大的事上養成習慣，聆聽神的聲音，因為裡面有一
個信念，相信神是愛我們到底，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
上，勝過死亡跟仇敵，全然得勝的那一位，所以當你
去聽祂的聲音，祂的決定比我們的決定還要好。
其實當時我們有好幾個可能性，吃標靶的藥
物、到放射科等等，共有五個不同的可能性，可是我
兒子就說他要開刀，他裡面對開刀有平安，我記得那
一天，有個朋友的朋友突然就幫我們掛號，掛到一個
平時非常難掛號的醫生，在這之前沒有醫生敢幫我們
開刀，到今天我都還不知道這位幫我掛號的高層人士
是誰，結果這位醫生願意幫我們開刀，那天我們在淡
水河邊，我兒子就跟我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但
是，最大的風險管理師就是耶穌，他說他心裡有一個
平安，他要開刀；神也給我話語：在約翰福音9: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
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第一天在診
療間醫生告訴我病情時，我問醫生：我可以養他到二
十歲嗎？醫生說：很難，他現在已經廿五歲了，那
天，我心中就是浮現這段經文，這是為要顯出神的作
為來，所以當我們遇到困難及需求時，我們一定要緊
緊抓住神，讓我們開廣我們的心，讓我們的生命能夠
顯出神的作為來。
當我們跟神合作的時候，我們用我們的堅信取
代所有的環境跟現實，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先相
信才會看見，不是先看見才會相信，當你有信念、有
信心，這會讓你發展出很多可行的路。
全文完(講員為新竹市基督教聯合關懷協會執行長)

講道大綱
主題：跟隨耶穌
經文：約翰福音第 21 章

106.05.21 (1590期)

教會立場

真道週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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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國、台語)敬拜

洪漢義弟兄曾是香港販毒集團的首腦，為何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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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5月27日（週六）上午9:30~12:00
講員：洪漢義弟兄
地點：新西門會堂5樓大堂
聯絡：梁姊妹 2311-6767轉453

聖地之旅

過去多年，本會張秉聰牧師先後11次共帶領近
400位弟兄姊妹前往聖地三國──以色列﹑約旦及埃
及遊歷、學習、體驗，每團的參加者都獲益良多。
第12次訪問聖地之旅定於2018年3月8至18日共11
天，這次將要走遍約旦及以色列的東西南北四方
（因埃及內亂危險，暫不安排前往）。因為2017年
沒有舉辦，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期待2018這趟旅
程，欲參加者請把握機會盡快向張秉聰牧師報名，
名額有限，先報先收。
註：已經口頭報名者，請盡快向張秉聰牧師領取報
名表，填妥交回才算確定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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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傅金源牧師
連絡：潘明貴弟兄 0958 101 653
客語團契聚會

時間：5月28日（週日）中午12:30
內容：客語詩歌敬拜、客語讀經分享、客語歌謠教
唱、福音服事等。
地點：新西門會堂R樓R03教室
聯絡：賴春枝姊妹 0912 288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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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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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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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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基督徒生涯規劃（上） 張秉聰牧師
或致電02-23116767#471張姊 五月第四週 5月28日 基督徒生涯規劃（
基督徒生涯規劃（中） 張秉聰牧師
妹報名
信徒須知
張佩蓮師母
※課程當日，
課程當日，於主日上午堂10點前 六月第一週 6月4日
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將提供便當。
將提供便當。
基督徒生涯規劃（
基督徒生涯規劃（下） 張秉聰牧師
六月第二週 6月11日 聖靈充滿與方言禱告 楊謀元牧師
基礎裝備課程

聖經學院 105-2 學期--每週上課情況

班別 上課日
白天
班

5/24
5/24
5/25
5/25

晚上
班

5/22
5/23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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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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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門會堂4樓
聖經學院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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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

卷書

章數

主題

大綱

5月21日
21日

創世記

第1章

創造天地

第一日至三日

第四日至五日

第六日神造人

5月22日
22日

創世記

第2章

伊甸樂園

第七日安息日

人類受造過程

為亞當造配偶

5月23日
23日

創世記

第3章

始祖犯罪

夏娃受蛇引誘

神在園中行走

審判中有憐憫

5月24日
24日

創世記

第4章

罪惡蔓延

兩人獻祭不同

你兄弟在哪裏

塞特代替亞伯

5月25日
25日

創世記

第5章

塞特後代

記載亞當後代

以諾與神同行

挪亞能慰人心

5月26日
26日

創世記

第6章

建造方舟

論世人的敗壞

唯有挪亞蒙恩

遵神旨造方舟

5月27日
27日

創世記

第7章

進入方舟

神對挪亞命令

關在方舟裡頭

洪水毀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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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專欄

$1,89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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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建堂基金 1,891,621 元整

達成率

15.76%

距目標尚須 10,10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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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500

1

8,000

2,906

4

8,400

2,398

10

19,100

3
117

9,300

2

2,000

1

19

52,650

23

155,560

180

574,680 19

3,360
946

27,100 18

2

1,000

18,000

4

3,700

1

500

1

200

1

3,000

3

64,300

2

2,000

31,100 20

21,500

5

64,600

6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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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0

317,1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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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7

1

開拓出席

宜蘭真道教會

106/5/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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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144
第二牧區
527
323
第三牧區
356
140
第四牧區
52
36
青年牧區
318
154
兒童牧區
108
90
新人來賓
129
總 計
1901
887
三峽真道教會
中壢真道教會
台中真道教會
蘭陽真道教會

$10,108,379.-

9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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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
72,032

769,612

開拓事工

106/5/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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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1

293

48,955

總人次：
總人次：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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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真道週報

主日上午敬拜服事表
，負責同工：李詠音傳道

報到時間：架台組7:50。新人組8:40
0980 484 486。
招待組8:30，負責聯絡人：何祿霞姊妹0918 497 830
安全組8:50，負責聯絡人：組長:石維邦弟兄0958 914 055，宋學堂弟兄0920 719 345
陪談組9:20，負責同工：楊謀元牧師0952 052 490
下週主日5
下週主日5月28日
28日
本週主日5
項 目
週主日5月21日
台上領詩
朱惠恩姊妹
朱育華弟兄
嬰兒祝福禮
每月第一週
擘 餅
司 會
張惠文牧師
吳嘉純牧師
證 道
廖文華牧師
傅金源牧師
吳章魁傳道
吳杏梅傳道
輪值同工
第三牧區
第四牧區
架 台
陳萃玲、林佩蓉、曹家綾
楊秀容、江惠瑞、陳音秀
新 人
郭美惠、李秀英、林瑞嬌、傅亞玲、郭惠美、魏秀真 王珮騏、何祿霞、林添生、楊素貞、林月桃、李冬梅
孫瑋綾、柳瑞珍、黃盈盈、黃文聰、徐嘉琪、孫麗琴
招 待 組 潘枝櫻、王德富、廖惟嬌、吳佩華、林月桃、曾以潔
林美雪、丘蘭芳、陳淑媛、謝喜松、吳王富美
李美珠、郭麗華、謝賢鋒、廖克澧

李美珠、古雪惠、何坤穎
吳王富美、張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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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琪、黃寶玉、曾黎、詹美瑋
吳梅花、彭鳳梅、錢智慧、陳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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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準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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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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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214
S&T敬拜團
S&T敬拜團
嬰兒祝福禮
每月第一週
莊智程傳道
吳杏梅傳道
廖文華牧師
傅金源牧師
莊智程傳道
吳杏梅傳道
侯坤利、邱智偉
許瓊文、許麗娟
2:00

台上領詩
擘 餅
司 會
證 道
新人組
招待組
輪值同工

彭鳳梅、郭曉萍、林俞廷、馬慶夷
呂靜瑜、陳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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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0 484 486

彭鳳梅、郭曉萍、陳文志、余翔芸
林小娟、陳秉芳、翁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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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