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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委身

◎吳嘉純 牧師

在使徒行傳第1章裡，主耶穌復活之後，彼得 柄賜給每個跟隨祂的人，可是當我們領受到這個權
柄之後的關鍵，就是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

大大的被主更新，彼得本來是個軟弱無力的人，在
他的生命及信仰裡，經歷到很大的震動跟搖晃，可
是當主復活之後跟彼得顯現，三次問他：你愛我
嗎？他三次回答：主！祢知道我愛祢，主就告訴他
說：你來餧養主的羊。所以使徒行傳第1章裡，主的
聖靈澆灌在彼得還有所有的使徒身上，然後彼得開
始勇敢無懼的站起來佈道，在那一天就有三千人信
主受洗，成為了主的門徒。
我們很渴望得到聖靈的恩膏跟能力，可是聖靈
的恩膏和能力是為了要讓教會能夠被建造起來，聖
靈的恩膏和能力降臨在我們身上，降臨在當時的彼
得還有所有初代教會的人身上，是因著他們能夠透
過聖靈的能力，再去作見證、再去傳福音，並且把
教會再建造起來。當整個教會建造起來，門徒們委
身在教會的當中，天天同心合意的在聖殿、在家中
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得眾民喜愛，得
救的人天天加增。真道教會也要來向神禱告，我們
是被聖靈充滿的教會，也是得眾民喜愛的教會，主
要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的教會。
為什麼會有這極大的復興和轉變，關鍵就在使
徒行傳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
餅，祈禱。」這段聖經在原文意思是『他們把自己
委身在使徒的教導上面、委身在團契還有擘餅、委
身在禱告。』使徒們委身在三件事上，第一件事就
是使徒的教導，第二件事是委身在彼此的擘餅與團
契中，第三件事是委身在禱告上面。我相信台北真
道教會也是這樣的一間教會，我們委身在主的教導
上、委身在彼此的團契和分享上、我們也是個熱愛
禱告的教會。

徒，然後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他們來施洗。我
們看到一件事情，在我們信仰裡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能夠有所行動，基督的信仰不是一個理論而
已，基督的信仰是能夠真實的活出來的行動，能夠
真實活出來的生命。
每週主日我們都聽到非常棒的信息，可是最重
要的是在我們生活當中能夠行出來，這是為什麼耶
穌基督要把權柄賜給我們的原因，約翰福音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
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
現。」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如果我們很渴望經歷到
天父的愛，很渴望經歷耶穌基督向我們顯現、天父
向我們顯現，真正的關鍵及祕訣就是在於我們能夠
遵守耶穌的命令、遵守耶穌的教導，讓我們在生命
當中，成為能夠活出真理的人。
雅各書1:22~25「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
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
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走後，隨即
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如果我們每個禮拜只是來到
聚會中聽一篇美好的信息，信息之後我們也很迫切
的禱告，可是我們卻沒有去行道，我們好像只是照
照鏡子，照完鏡子看到自己的長相，走後就隨即忘
了長相如何，一個行道的人卻不是如此，「 惟有詳
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
此，」我們對神的話語、對神的教導，第一個要詳
細察看，對聖經的話、對主的教導，認真反覆的來
閱讀、來默想，怎麼樣能夠來造就我們的生命。我
要鼓勵弟兄姊妹，常常在你生活的當中，每一天很
穩定的靈修，詳細察看，神的話語是全備的，能夠
一、委身於主的教導
釋放我們的生命進到自由的當中，並且時常如此，
在馬太福音 28:18~20 裡主耶穌說：天上、地 你不是一天來讀經，也不是兩天來讀經，你是每一
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當 天都有讀經、禱告，常常來親近主。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
主的權柄賜給了耶穌之後，當然耶穌也會把這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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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當我們遵行神話語的
時候，不只是讀神的話使我們的生命得福，而是行
神的話能夠使我們的生命得福，主耶穌給我們的教
導在大使命的當中，讓我們看見，我們的信仰應該
是一個可以不斷行出來的信仰，如果我們讀到要愛
人如己，我們就真正的去愛人如己，聖經說我們要
饒恕人七十個七次，那麼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常常
操練去饒恕人。經上說我們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
主，我們就要不斷的幫助自己常常火熱的服事神，
這是一個可以真實活出來的信仰，這是一個可以真
正來遵行的信仰。
二、委身於團契關係

「交接」這個字在英文：fellowship，是團契之
意，當我們提到團契的時候，想到的通常是小組的
聚餐、小組的彼此代禱等等，在希臘的原文：
koinonia，意思是親密的連絡、友誼、交往、共同參
與。當人跟人之間團契在一起，就會有親密的連
結，會與人產生友誼，有很美好的交往，我們一起
參與主日聚會、我們一起參與服事、我們一起參與
傳福音的行動。
1.團契(koinonia)這個字在聖經中有更深更廣的意思：
這個字在聖經中有更深更廣的意思：
與主有分
哥林多前書1:9「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
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當我們被神呼召的時候，主不只呼召我們成為祂的
兒女，主也呼召我們跟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一同來得
產業，我們的信仰與主連結，甚至我們能夠參與在
耶穌基督的苦難當中、參與在耶穌基督的死當中，
因著我們參與在耶穌基督的死，我們也能參與在耶
穌基督的復活當中。
聖靈的感動
哥林多後書13:14「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
慈 愛、聖 靈 的 感 動，常 與 你 們 眾 人 同 在！」
「koinonia」這個字，不只是人與人之間，也談到我
們與神之間的連結，我們參與在祂的受苦當中，聖
靈的感動和啟示也會在我們的當中，我們可以彼此
的來分享，當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連結，神的感動和
啟示也在我們當中。
與人同領救恩
哥林多前書10:16「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
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
的身體嗎？」每一次我們在主日聚會一起擘餅的時
候，這就是我們在「koinonia」，我們與人團契，我
們也與神團契、與神連結。
服事神的僕人
哥林多後書8:4「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

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當我們能夠一起去服事神
的僕人的時候，這也是在團契。
與人連結、
與人連結、同心服事
加拉太書2:9「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稱為
教會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
右手行相交之禮，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
受割禮的人那裡去。」當使徒們彼此問安、彼此分
享生命當中主的工作的時候，他們用右手行相交之
禮，人與人之間很真實、美好的友誼就被建立起
來，彼此可能在不同的服事當中，因著團契可以被
連結起來，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往受割禮
的人那裡去，當他們在彼此連結的當中，他們能夠
祝福彼此的服事，甚至是把這樣的祝福帶到自己的
服事當中。
當我們的小組、所有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
我們要同心去傳福音的時候，這也是彼此之間的團
契，腓利門書1:6「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
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當
我們彼此團契的時候，我們的信心就可以彼此建
造，可能在我們的小組員當中，有人的信心大，有
人的信心比較小，可是我們彼此連結的時候，這個
信心就能夠建造彼此，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
為基督所做的。
「koinonia」這個字，不只是談到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他談到我們跟神之間的連結，我們能夠分享
主的生命，我們能夠在主的產業上有分，我們能夠
在彼此團契的時候，聖靈的啟示、神的話語就臨到
我們當中，觸摸我們每一個人。
捐錢助人
希伯來書13:16「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
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當我們小組聚
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可以幫助在小組當中有需要的
人，幫助在小組外面有需要的人，常常的來奉獻支持
他們，哥林多後書9:13「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
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錢給
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我們的小組可以一
起去做慈善的工作，我們的小組可以一起去服事窮
人，我們的小組可以一起去服事有需要的人。
當我們談到門徒們委身在彼此的交接、彼此的
團契上，我們就看到這個團契帶來極大的能力、帶
來極大的祝福，彼此團契在一起的時候，神就在我
們當中，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能夠一起分享主耶穌
的生命，我們在神的產業上有分，當我們彼此團契
的時候，神的啟示、聖靈的感動，就在我們小組的
當中。我要鼓勵你在小組當中，你們可以常常一起
來領受聖靈的啟示、一起領受聖靈的話語，而且我
們同心的連結、一起服事，甚至這個服事是能夠去
作慈善的工作，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別是在

背誦金句 ： 「摩西對百姓說：
摩西對百姓說 ：不要懼怕，
不要懼怕，只管站住！
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因
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
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 」 出埃及記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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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有困難的人。
2.如何團契(koinonia)？
彼此擘餅
使徒行傳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每次我們在擘餅的時候，餅
是主耶穌的身體，杯就是主耶穌的寶血，所以我們
在擘餅的時候，象徵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穌在我們
當中，破碎了祂的身體，好讓我們能夠得到救恩。
當門徒們彼此擘餅的時候，他們就是在做一件很重
要的事情，就是分享救恩、分享見證。親愛的弟兄
姊妹，當我們在主日擘餅的時候，我們正在分享主
的救恩、正在分享主的見證。這不只是個基督徒的
儀式，這更代表我們在小組當中，我們可以常常這
樣的彼此分享。
在過去兩個禮拜中，青年牧區辦了三場的小組
佈道會，第一場佈道會，是一個高中女生的小組，
他們在其中一個組員的家裡辦小組的佈道會，他們
用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籌備，包括預備了餐點、破
冰遊戲、敬拜、見證分享…等等，當天來了不少新
人，在第二個禮拜就有兩個新朋友來到青年牧區的
聚會當中。
第二場佈道會，是士林夢想之家一個信主大概
只有半年時間的姊妹發起的，半年來她的生命經歷
非常大的改變及祝福，她很勇敢的決定要在她生日
的那一天，辦一場屬於她個人的生日佈道會，她邀
請整個小組一起來幫助她籌備，當天有20~30人來到
生日佈道會中，這位信主才半年的女孩子，很勇敢
的站在講台上，分享她從小是如何的孤單、沒有人
陪伴、大學時她經歷了什麼樣的傷害、主耶穌如何
的醫治她及拯救她、她又是如何在這個愛中來恢復
她自己的生命，她現在也很穩定在小組中服事。當
天來的都是她的朋友，他們裡面有很多人都把生命
歸給了耶穌基督。
第三場佈道會是一個高一的男孩子，他剛來教
會時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孩子，在上輔班課時常惹老
師生氣，後來他經歷到神的愛、經歷到神的觸摸
後，他信主了，也受洗了，很穩定的聚會，他是一
個很內向、害羞的男孩，可是很忠心的在聚會裡服
事，作招待、發週報、散會時協助開門及引導工
作，半年前他在小組裡發起並辦了一場佈道會，邀
請了20~30個同學來參加，一個原本很害羞的男生，
居然能夠很勇敢的邀請同學來辦佈道會，並請他的
小組長來分享，當時我有點小失望，如果這位弟兄
本週上午堂主日詩歌單

因為祢真好
(出自：
出自：愛贏了 專輯)
我要全心稱頌我的主 (出自
出自：
：為著祢的榮耀 專輯)
無以回報
親愛主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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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自己來分享該有多好，散會後我就鼓勵他，佈
道會很棒很好，希望下次能由你自己來分享你的生
命見證。半年之後，剛過這個禮拜三的晚上，他就
辦了這個佈道會，這次也邀請了非常多的新朋友來
參加，而且是由他自己在台上分享信息，我們相信
小組可以一起分享救恩、一起分享見證。
我要鼓勵大家，在小組聚會的時候，可以有這
樣美好分享見證的時間，分享在過去的一個禮拜
裡，神在我們當中做了什麼樣美好的事情，神如何
回應成就了我們的禱告，在這個禮拜六的聚會當
中，有一位小組的弟兄上台分享說：『三個月前，
我剛被邀請來教會，我聽到有人在台上分享見證，
那時，我的內心非常渴望，我也要信主、我也要認
識神，』三個月之後，他自己就在佈道會當中，分
享他自己的得救見證，整個小組大家都各司其職，
有的人預備晚餐、有的人帶破冰、有的人帶敬拜、
有的人招待新人，他說：『我覺得我們就像是螞蟻
的團隊一樣，每一個人都小小的，可是大家分工合
作，我們就能一起見證神的福音。』親愛的弟兄姊
妹，我們像是小小的螞蟻一樣，我們可能覺得自己
很有限，可是當我們的小組一起來做的時候，我們
就能成就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要鼓勵大家，在你的
小組當中，一起來分享救恩、一起來分享見證。
凡物公用，
凡物公用，賣了田產家業…分給各人。
分給各人。(徒 2:45)
初代教會的弟兄姊妹，或許是處在一個困難的
環境當中，在那個時候他們遭遇到逼迫，可是福音
很快的傳開來，雖然是在困境當中，可是他們彼此
照顧、凡物公用，在物質上面彼此來分享，我要鼓
勵你在小組當中去顧念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一
起去照顧、支持、服事他們。
信的人都在一處(徒 2:44)、天天同心合意(徒 2:46)
初代教會的人是天天聚集，分享救恩、分享見
證，他們彼此服事、分享物質，現在，我們沒辦法
天天聚集，可是我們能夠每個禮拜聚集一次也是很
美好的事情，他們不是真正血緣上的家人，可是他
們活著就像家人一樣，他們天天聚在一起，分享主
的恩典。現在我們每個禮拜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
更應該要珍惜這樣的時光，在小組裡不要遲到、不
要早退，要很真實的打開我們的心、分享我們的軟
弱、分享我們的需要，若有人在小組裡經歷很美好
的恩典，我們能夠為彼此來祝福。
使徒行傳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
裡，且在家中擘餅，」在家中擘餅的中文意思是：
他們是在家中來進行小組聚會，可能這個月在你
本週下午堂日詩歌單

這裡有榮耀
因為祢真好
恩典之流
主祢是我的一切

出自：
出自：這裡有榮耀 專輯)
(出自：
出自：愛贏了 專輯)
(出自：
出自：為著祢的榮耀 專輯)
(詞曲：
詞曲：Niko Njotorahardjo)
(

4 真道週報

家，下個月又換到另一個組員的家，可是在英文的
意思是：一家一家的去擘餅，如果我們的教會、小
組，能夠一家一家的去擘餅，這代表一件事情，我
們能夠一家一家去分享救恩，如果今天我們在第一
個組員的家中擘餅，第二個禮拜我們到第二個組員
的家中擘餅，第三個禮拜我們到第三個組員的家中
擘餅，這說明一件事情，我們教會必然會有一家一
家的得救，我們的小組必會有一家一家的得救。
親愛弟兄姊妹，我要鼓勵你的小組，不只是贏
得一個一個的靈魂，要贏得一家一家的靈魂，聖經
說：「當信主耶穌，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如果
今天我得救了，我參與在這個小組，而小組可以更
進一步去得著我整個的家庭，如果在我們當中有另
外一個組員得救了，我們小組可以更進一步，再去
贏得他的整個家庭，因此，我們能夠一家一家的去
擘餅，因為已經一家一家的得救了。我也鼓勵青年
牧區的孩子們，母親節是很好的機會，我們要向母
親表達我們的愛，我們也能夠去探訪我們的母親，
有很多牧區裡的人，開始一組一組的去探訪組員的
母親，所以不只父母可以帶孩子得救，孩子也可以
帶我們的爸爸媽媽得救信主。
以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徒 2:46)
能夠在一起用餐，代表在餐桌上建立很真實的
友誼，英文聖經意思是用快樂的心、還有單純的心
一起來吃飯，華人是很注重吃的一個民族，從餐桌
上能認識彼此，可以了解他的喜好、知道他吃飯的
個性，可以建立友誼，在餐桌上也可以彼此服事，
所以在小組裡，不只是一起追求神、一起禱告、一
起敬拜、領受神的啟示，也不只是分享見證、分享
救恩，我們也能夠常常一起來吃飯、一起團契、一
起愛筵。當我們這樣子團契的時候，當我們這樣子
連結在一起的時候，不只是人與人之間會有很美好
的友誼，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也在我們當中。
使徒行傳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彼此交接、擘餅，講的是在
小組裡分享救恩、分享見證，一起舉辦小組的佈道
會，一起帶人得救，「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
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
各人。」代表在物質上面、在金錢上面，我們可以
彼此分享，顧念有需要的人。門徒們委身在主的教
導上、委身在小組的團契，這是人們敬畏主、神蹟
奇事能夠彰顯的原因，這是得救的人能夠天天加增
的原因，因著他們遵守神的話語、遵守神的教導、
真實的活出來，主就進一步的告訴他們，把這樣遵
守主的話語帶到團契跟小組的生活中。
親愛弟兄姊妹，小組是我們最能夠操練彼此相
愛的場合、操練彼此饒恕與服事的場合、操練用關
係來傳福音的場合，主耶穌邀請我們能夠遵守使徒
的教訓，要我們能夠真正的委身，活出神的大使
命，透過我們的小組，我們就能夠活出來。
全文完(講員為本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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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全新的興起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出埃及記 12~14 章

父親節佈道會
從風暴到豐盛~
從風暴到豐盛~鄭哲昇的翻轉人生

從菜鳥房仲到全台前三名的超級業務員；從台
灣豪宅到日本、馬來西亞、柬埔寨房地產開發。現
在是長富建設開發總經理、長富國際地產總經理，
也是經濟日報、聯合報專欄作家的鄭哲昇，曾經歷
過破產和家庭破碎的風暴，要和我們分享他動人的
生命故事......。
第一場：
第一場：
日期： 8 月 5 日(週六)
週六)晚上 7:00
地點：新西門會堂 5 樓(北市中華路一段 144 號 5 樓)
第二場：
日期： 8 月 6 日(主日)
主日)上午 9:3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69 號)
第三場：
日期： 8 月 6 日(主日)
主日)下午 1:30
地點：新西門會堂五樓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144 號 5 樓)

106.07.30 (1600期)

教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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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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分區父親節歡樂派

歡迎你和你的家人，一起來過一個溫馨的父親
節，你也可以邀請住在永和的親友前來，親切的、
真實的、輕鬆的過節，有 KIKI 的廚師為我們烹調美
食，以及真實生命的見證。
日期：
日期： 8 月 5 日 (週六) 晚上 6:00~8:30
方式：
方式：一家一菜（
一家一菜（彼此分享團契）
彼此分享團契）
地點：
地點：永和福音中心 (永和區竹林路 191 巷 9 號 1 樓)
洽詢：
洽詢：張惠文牧師 0930-054731

教會消息

親愛的真道家人平安！
親愛的真道家人平安！
因近期多位弟兄姊妹主日聚會提早到卻因以週
報保留位置情況而受到影響。為維護早到弟兄姊妹
權益，經同工會議討論後決議：自本週起，文藝中
心門口招待僅發每人一份週報，若需要幫他人代拿
週報的，請於聚會後在文藝中心門口內側的長桌上
索取週報！非常感謝您的配合！讓我們共同建立美
好的聚會環境！願主賜福您
台北真道教會 感謝您
▲請真道的家人和朋友們加入以下群組，
請真道的家人和朋友們加入以下群組，方便您更
快速取得教會各項相關資訊喔！
快速取得教會各項相關資訊喔！
台北真道教會
帳號：
帳號：@wxw2880b
網址：
網址： https://line.me/R/ti/p/%40wxw2880b
加入方式：
加入方式：打開你的 LINE APP
第一種：
第一種：加入 Line@帳號
Line@帳號
第二種：
第二種：輸入網址進入
第三種：
第三種：掃描 QR Code (三者皆可登入喔
(三者皆可登入喔！)

八月份領袖月會消息

為配合父親節佈道會，8 月份領袖月會時間調
整如下：
日期：
日期：8月12日(週六)上午10:00（9:30會前禱告）
會前禱告）
地點：
地點：新西門會堂5樓
※請小組領袖、事工領袖等踴躍出席
天國文化裝備課程—蒙福人生

講員：
講員：周巽光牧師
地點：
地點：新西門會堂 5 樓大堂
上課：
上課： 8 月 1-3 日（週二~週四）
週四）晚上 7:30-9:40
8 月 5 日（週六）
週六）上午 9:30~下午 3:10
報名：謝佩樺姊妹 02-23116767#452，0924-021811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7 月 30 日（週日）下午
2:00 截止，繳費完才算報名完成，逾期報名視為現
場報名。每天上課前均需進行簽到，以確認至少完
成 8 堂課程而可取得購買『蒙福人生（教師版手
冊）』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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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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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課程 8月6日
父親節佈道週
節佈道週，
道週，停課
或致電02-23116767#471張姊
聖靈充滿與方
充滿與方言
與方言禱告 楊謀元牧師
楊謀元牧師
八月第二週 8月13日 聖靈充滿
妹報名
※課程當日，
課程當日，於主日上午堂10點前 八月第三週 8月20日 基督徒得
基督徒得勝
徒得勝人生 賴金枝牧師
賴金枝牧師
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將提供便當。
將提供便當。
個人傳福音訓練
福音訓練 劉雪蘭傳道
劉雪蘭傳道
八月第四週 8月27日 有效個人傳
基礎裝備課程

選課/旁聽報名--聖經學院 106-1 學期（106 年 9 月～ 107 年 1 月）課程
請同學、弟兄姐妹記得於 106 年 8 月 27 日（週日）前，完成選課報名

班別 開課日
上課時間
白天 9/27 每週三 上午 10:00〜12:00
每週三 下午 2:00 〜 4:00
9/27
班 10/19
每週四 上午 10:00〜12:30
每週四 下午 2:00 〜 4:30
9/28
晚上 9/25 每週一 晚上 7:00 〜 9:00
每週二 晚上 7:00 〜 9:30
班 9/26
每週三 晚上 7:00 〜 9:00
9/27
每週四 晚上 7:00 〜 9:30
9/28

課程名稱
啟示錄
系統神學
系統神學
基督教
基督教倫理學
倫理學II
使徒行傳與
行傳與保羅生平
保羅生平
啟示錄
基督教
基督教倫理學
倫理學II
教牧輔導
教牧輔導—
輔導—突破心
突破心境界
使徒行傳與
行傳與保羅生平
保羅生平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吳光照牧師
廖文華牧師
張秉聰牧師
秉聰牧師
林淑清牧師
林淑清牧師 新西門會堂4樓
吳光照牧師 聖經學院教室
張秉聰牧師
秉聰牧師
張瀚勻傳道
瀚勻傳道
林淑清牧師
林淑清牧師

開課課程介紹—啟示錄

師資介紹
課程目標
師資介紹：
介紹：吳光照牧師
課程目標：
目標：發展健康的
發展健康的自我形像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簡介：
啟示錄—啟示意即揭開帕子之意，就是使本為隱藏的事顯露出來。其內容要義，就是論到：
「所看見的事」—基督與其七榮耀（1 章）
「現在的事」—基督與其七教會（2-3 章）
「將來必成的事」—基督與其國度（4-22 章）
課程將以原文探義及以經解經的方式，引領學生深入淺出的解開啟示錄書卷的真理。
本週靈修讀經

日期

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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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數

主題

大綱

7月30日
30日 出埃及記

第21章
21章

傳示典章

對待奴隸規則

懲罰暴行規例

物主責任規例

7月31日
31日 出埃及記

第22章
22章

續論典章

賠償財產規例

引誘處女規例

各種道德規例

8月1日

出埃及記

第23章
23章

再論典章

執行法律規例

一年三個大節

總結典章規例

8月2日

出埃及記

第24章
24章

登山見神

摩西四次上山

這是立約的血

摩西五次上山

8月3日

出埃及記

第25章
25章

啟示會幕

以色列人奉獻

啟示造櫃之法

造桌與金燈台

8月4日

出埃及記

第26章
26章

命建會幕

啟示帳幕造法

啟示幕板造法

幔子門簾造法

8月5日

出埃及記

第27章
27章

命立幕院

啟示祭壇造法

啟示院子造法

啟示燃燈之例

106.07.30 (16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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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專欄

$2,57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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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3 日建堂基金 2,579,599 元整
距目標尚須 9,420,401 元整

項 目
週六下午國高
週六下午國高中
國高中生敬拜
週六晚上大專生敬拜
週六晚上大專生敬拜
週六晚間敬拜
週六晚間敬拜
主日上午兒童敬拜
主日上午兒童敬拜
主日上午堂敬拜
主日上午堂敬拜
主日下午堂敬拜
主日下午堂敬拜
服務業敬拜
週間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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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700

2

2,000

2

500

3,079

3

9,000

3,745

8

10,200

8,220

1

1,000

101

242,200 19

30

120,950

200

18,100

3

4,000

2

4,000

4

7,500

2

3,000

1

6,000

23

193,430

174

591,980 28

46,100 18

教會電話

0955 015 928

02-2674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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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49,000

4

7,300

1

797
2

1,600

48,644

2

1,350

20,048

4

2,950

86,726
810,456

1,100
57,400

開拓事工

106/7/1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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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3

41

2,193

25,300 103

上週聚會人數

電話

奧克蘭真道教會
北岸真道教會

1

32,6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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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1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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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出席

宜蘭真道教會

$9,420,401.-

上週奉獻

牧區 各堂敬拜出席 小組出席
第一牧區
329
165
第二牧區
451
308
第三牧區
326
142
第四牧區
64
41
青年牧區
342
153
兒童牧區
85
95
新人來賓
59
80
總 計
1656
984
三峽真道教會
中壢真道教會
台中真道教會
蘭陽真道教會

達成率

21.50%

總人次：
總人次：2681

教會地址
主日聚會時間
9:30~12:00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69巷33號 週日週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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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分會聚會相關訊息
會相關訊息，請鼓勵親友
鼓勵親友就近參
親友就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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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0-48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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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週主日8
項 目
週主日7月30日
30日
下週主日8月6日
台上領詩
朱惠恩姊妹
吳章魁傳道
每月第一週
本月第二週
擘 餅
司 會
邵德基牧師
吳光照牧師
證 道
廖文華牧師
鄭哲昇弟兄
第一牧區
第二牧區
輪值區牧長
輪值區牧長
吳章魁傳道
李詠音傳道
輪值同工
第一牧區
第一牧區
架 台
林佩蓉、江惠瑞
廖麗鳳、莊美滿
新 人
何祿霞、黃素英、林瑞嬌、王珮騏、陳寶英、孫麗君 黃素英、王惠霖、黃春英、林月桃、楊秀容、王淑雯
王碧雲、張淑女、孫緯綾、吳淑藝、吳桂英、黃文聰
招 待 組 楊秀容、李美珠、林月桃、郭美惠、郭惠美、林淑惠
董又秀、黃春英、賴素珠、林玉冠、黃文聰
李美珠、潘華德、王珮騏、吳佩華、孫麗君

吳王富美、廖克澧、張惠雯
黃瑞文、謝賢鋒、吳王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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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黎、詹美瑋、陳玉蓮
吳梅花、 游美琪、丘蘭芳、黃盈盈、譚秀英
陪談組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收獻組

二樓

邱寶秀 蔡婉珍 蔡玉霞 李美珠 董又秀、王莉雅
劉勤英 王浩然 陳螺花 朱汝珍 李美玲、賴素珠

組長 簡淑惠姊妹

禱告動力站
時間：8:00~9:30，地點：講台後方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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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下午敬拜服事表

報到時間：新人組下午 1:30，負責同工：李詠音傳道0980-484486
招待組下午1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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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滋森長老
李詠音傳道
邵德基牧師
廖文華牧師
鄭哲昇弟兄
李詠音傳道
邵德基牧師
黃琦智、陳音秀
許瓊文、李昕
彭鳳梅、郭曉萍、馬慶夷、劉玉嬌
彭鳳梅、翁英香、林俞廷、劉玉嬌
林小娟、陳秉芳、翁英香
彭金鳳、湯文燦、潘春英

台上領詩
擘 餅
司 會
證 道
輪值同工
新人組
招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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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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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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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