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2017)八月十三日 第1602期

從風暴到豐盛

◎鄭哲昇 弟兄

一句話：水龍頭打開就有水了，我的意思是，反正
我父親是個職業軍人，同時他也是廟裡的主 錢很好賺，只要打開水龍頭就會有水，怎麼會沒水

委，作了三、四十年，我從小就在廟裡長大，父親
教導我的方式都是用軍人的教育方式，所以每次我
出去跟人家吵架，回來時父親都問我一句話：你今
天是贏還是輸，我不是不喜歡輸的感覺，是因為父
親都會問我，所以我從小就被訓練不可以認輸，不
管對手再強大，不可以認輸，人定勝天。因為如
此，我從小就覺得凡事我都可以自己來，不要讓父
親擔心。因為父親是軍人，家裡沒有很多家產，所
以我很喜歡賺錢，記得我在唸專科的時候，大概是
民國79年我還是學生時，我就開了一家西餐廳，一
客牛排要 1000 元台幣，因為我那時候想作市場區
隔，所以我要把價錢定得高一點，結果生意清淡，
無人光顧，三個月之後，我想山不轉路轉，我就把
食材改為炒一盤菜100元，另裝了電視、卡拉OK，
很快，我又失敗了。
因為不服輸的個性，跌倒了就要再站起來，在
我當兵回來之後，我就去做最有挑戰性的工作，就
是房地產仲介，我發揮我天然的個性，每天衝衝
衝，早上七、八點上班，一直到晚上的十一、二點
才回家，我每年幾乎都是拿全省前三名，業績非常
好，也賺了很多錢，也養成很多不好的習慣，到了
1996 年時認識我太太，1999 年結婚，俗語說：成家
立業，所以結婚後我就自己開公司，我有很大的夢
想，我要35歲退休，我當時開了4家房屋公司、一家
餐廳，這次我開的是最高檔的涮涮鍋，也開了一家
長頸鹿幼稚園、一家土地開發公司、一家貿易公
司，我那時才二十幾歲，員工上百人，每個月花的
租金及薪水就要上千萬，我甚至幻想著，再過幾
年，我就是十大傑出青年了。結果，因為我拓展的
太快，一家店一家店接著開，員工不斷增加，好像
請人不用錢一樣。那時，我媽媽跟我說了一句話：
兒子，好的時候要想到不好的時候，我就回了媽媽

呢，所以我就很驕傲的回了媽媽那句話。
不到四年時間，有一天公司會計來跟我說：老
闆，公司沒有錢了，我說怎麼可能沒有錢？她說：
老闆，我們不僅沒有錢，還欠了外債，大概有九位
數，這是上億的欠債，我怎麼會欠了這麼多錢，我
就趕快把我所有能賣的都賣了，結算後還欠五千
萬，那時 2002 年，我還正值青春少年，欠那麼多錢
怎麼辦，我從十大傑出青年的夢變成十大最淒慘的
青年，我不曉得該怎麼辦，我的孩子才1歲多，太太
正懷孕，再5個月就要生產，我為了保護妻子，我就
跟我太太說：我們離婚好了，因為我欠了太多錢，
裡面有很多是不該欠的錢，我可能要跑路了，這五
千萬我一輩子都還不完，我不知道要賺到什麼時
候，我太太就跟我說：我們不可以跑路，我們要一
起面對，我也不跟你離婚，我會守著你，我聽了非
常的感動。
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時期，每天都會有人上
門，我每天出門，太太都會擔心我會不會回來，每
天都受到生命的威脅，到了 2003年，我幾個朋友看
到我落難，就跟我說：我們幫助你，你需要什麼可
以跟我們說，我就從那時又開始賺了非常多的錢，
並且我的價值觀也改變了，因為我從小就怕輸，導
致我很多的行為都偏差，我為了要還錢，所有的習
慣及價值觀都改變，每天過著朝酒晚舞的生活，早
上喝酒，晚上跳舞，日復一日，我從不太會喝酒變
成愛上喝酒的感覺，因為我心裡面非常空虛、非常
害怕，所以每天必需透過喝酒應酬把所有關係都打
點好，不管是獅×會、扶×社，我都去參加，因為我
要結合關係，為了能夠賺錢。
男人總會犯男人都會犯的錯，而且是一錯再
錯，小三、小四、小五…數不盡的第三者，每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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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在情慾裡一直打滾，那段時間我跟太太的關係很
差，每天幾乎都碰不到面，她也對我放棄，到了
2007 年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家換衣服準備出去應
酬，正要出門時，小孩跑過來跟我說：爸爸，有空
要常來。我心想：天啊！我的生命到底是出了什麼
事情，為什麼我的孩子把我當成陌生人，我這麼努
力的打拼，每天在外面應酬喝酒，原來我的妻子、
孩子都跟我變成陌生人了，但我依然心高氣傲，過
著一樣的生活。
到了2008年2月，我公司有位員工是位姊妹，非
常優秀，她每天不間斷的一直找我：老闆，我們公
司對面就有教會，你要不要跟我去教會，我就回答
她：不要到教會，教會都是失敗的人去的。有一
天，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說：好啦，我就跟妳去，
但妳要告訴我去教會做什麼？她說：去教會很簡
單，前面半小時會唱歌，然後會有個演講；然後我
問：演講的題目是什麼？她就告訴我題目是什麼，
我就說好，我跟妳去教會。
一去之後，因為是台語教會，唱的是台語詩
歌，所以非常有氣氛，心裡感覺特別溫暖，我不知
道那溫暖的感覺是從那裡來，我常常在唱卡拉OK，
從來沒有這種的平安與溫暖，過了幾天，有人送我
一本聖經，我就打開來看，心經、佛經我都讀過，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嗎？創世記都還沒看完，我就跑
去跟牧師說：牧師，我想要受洗，牧師問我：弟
兄，你為什麼想要受洗，我說：我覺得很溫暖，教
會弟兄姊妹都很熱情，讓我覺得像家裡面一樣。老
實告訴各位，其實不是，是因為我看到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每個人都有三妻四妾，這個信仰太適
合我了，我就是要這個信仰，把我的生活描述的非
常完整，把我的定位也合法化。
受洗後，每天一樣的唱歌、跳舞、喝酒，一樣
小三、小四、小五…，生活沒有改變，因為我覺得
已經合法了，而且也沒有再看聖經，因為我已經得
到我想要的了，當然，聖經的教導並不是如此，我
沒有再想起我家人，反而更變本加厲。我是2008年
五月受洗，六月我去參加全福會，我的目的是因為
我想要做生意，我想要多認識一些朋友，結果我看
到有一位弟兄，他用非常喜樂的笑容對著我說：我
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在商場上碰到這種人我會
害怕，因為人前手牽手、人後下毒手，他又說：弟
兄，你剛受洗；我說：是呀；他說：我有句話要跟
你講，神所愛的祂必管教、祂必修剪；我說：沒有
人跟我講過這個，也沒有管教跟修剪；他說：有，
我跟你講…，我的生命就從弟兄的那句話開始翻
轉，我的風暴就從這句話開始。
六月份參加全福會，七月十五日開完會，下午

我太太打電話給我，哽咽著說：她收到一封黑函
寫著說：『你先生在外面買了一個房子，地址在那
裡，外面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行動電話多少，跟
她開的公司在那裡，買的一台車是什麼顏色，停在
那裡。』我太太跟我說：我現在跟你約在那個地點
好嗎？我心裡完全明白，我說：不用約了，我現在
回家，我跟妳談一談。你知道台北人是注重效率
的，我就回去談好所有離婚的條件，都是我的錯，
我把所有東西都給太太，房子、車子、孩子都給太
太，因為我想外面的世界多麼美好，就約好年底再
辦離婚手續，因為我要花時間跟父母親解釋這件事
情，她要求我一個禮拜內搬出去，我說好。
搬出去後我也沒有住在外面的房子，不曉得為
什麼，我就住在公司的地下室，心裡開始難過起
來，我開始回想起當我失敗時，我太太陪在我身
邊；當我負債那麼多時，她挺著大肚子去跟錢莊的
人談判、去跟兄弟談判；當我在外面跑路身無分文
的時候，是她辛苦工作賺錢來支助我；我開始想到
我那兩個可愛的孩子，我很難過，我不曉得該怎麼
辦？我也沒有禱告過，那時我就跟神禱告說：怎麼
會如此，這個信仰怪怪的，連我的同事都說：老
闆，你信的耶穌怪怪的，其實我知道不是信仰怪怪
的，我就跟神說：我好想我的家，我好想我的太
太，我好想我的孩子。
七月十五日接到黑函，七月廿二日搬出去，七
月廿五日晚上參加全福會的餐會，當晚有人在台上
分享說：『他曾經多麼的成功、風光，有許多的小
三、小四、小五，直到有天他太太收到一個包裹，
裡面有封黑函…，』不會這麼巧吧，我就往台上一
看，眼淚就開始一直掉，餐會還沒有結束我就走
了。回到辦公室我很難過，怎麼會有人的故事跟我
這麼像，我知道這是神在對我說話，可是我不知道
我該怎麼辦。我就很認真跟神禱告：我受洗時因為
不認識祢，現在我經歷這些事情，我知道祢在對我
講話、祢會救我。我就去找了全福會一位兄長，他
跟我說：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你要相信。我
說：可是我們已經分開了，而且我也回不去了，況
且我太太對我極恨無法諒解。他說：你必需要來到
神的面前認罪悔改；我說：要怎麼認；他說：你把
你所知道的罪都帶到神面前，跟神認罪悔改，耶穌
死在十字架上的寶血會洗淨你一切的罪，我就在神
面前認罪悔改。在認罪的過程裡，我很難過，原來
我做了這麼多傷害我家人、我周遭朋友的事情是我
不知道的，我求主救我。
八月份我心裡有個很大的想法，神說：你要把
外面的關係都結束掉，然後回去。要結束這些關係
要很大的代價，因為兩個公司、四十幾個員工、固
6:48

背誦金句：
背誦金句 ： 「你所揀選、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
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
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
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
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
的美福知足了。
的美福知足了。」詩篇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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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收入，我已經離開家裡什麼都沒有了，如果
這邊又沒有，我就真的一無所有了，我又去找那
位兄長說：神告訴我說要結束掉外面所有的；他
說：很好，你就趕快結束掉呀。我心裡明白我必
須要做這件事情，我就去跟那位女生說：公司、
房子、車子都給妳，九月底之前我要離開。可是
我身上完全沒有錢，我不曉得該怎麼辦？一直到
九月份的時候有個全福之夜，唱詩歌時神的愛觸
摸我，我就一直哭，突然有句話對我說：神所要
的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
輕看。我知道這是神對我說話，我就哭的更大
聲，神蹟就在這時開始發生。
我太太是在一間很大的金控公司上班，負責亞
洲業務，她突然傳了一封電子信給我說：她接到通
知，九月底要到香港出差，因孩子在家，要我多留
意。我就問她：妳不在期間，我可以回去照顧孩子
嗎？當然在這兩個月期間，我經常跟她報告我怎麼
悔改、怎麼樣認識耶穌、我怎麼樣改變、怎麼樣認
錯，可是他都回我：你騙到連耶穌都騙，我沒有辦
法，她就是對我恨到這種程度，後來她回我：好，
你可以回去，但我到桃園機場時會發簡訊給你，請
你立刻滾開我的家。我說：好。我就趕快跑去跟那
位兄長說：我現在有個機會可以回去，那位兄長
說：太好了，你回去之後就賴著不要出來了，就這
樣，我回去後就沒有再出來了。
太太回來後說：你既然還找不到地方搬，我只
要在客廳，你就不能在客廳，我進房間你才能出
來。那時我變得很喜歡看聖經，有一天她跟我說：
你這個人是假的，你信的也是假的，你不要讓我看
到你在家裡面看聖經，你讓我看一次我就丟一本。
當下我很難過，我就跟神禱告說：如果今天我離開
這個家，我只希望我太太可以認識這位神，因為我
知道祂是又真又活的。有一天我跟太太說：有人邀
請我們去教會，教會聽說還不錯，妳先不要管我怎
麼樣，妳先跟我去教會。到教會我就坐在台下，剛
好台上有位傳道人在分享男人有什麼情慾的問題，
她在台下很大聲的說：他在講你欸，我就很不好意
思，就有弟兄轉過來看我。
後來有弟兄很熱心邀請我們去參加夫妻小組，
我說好，可是要看我太太願不願意來，我太太竟然
願意，她就跟我去了，其中一個小組長是精神科醫
師，了解我們的情況後就問我們，並談到男人的問
本週上午堂主日詩歌單
God is here

生命真光
如鹿切慕溪水
我心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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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太太整個人又發作了，就說：都是他把我一
生都搞壞了，那位精神科醫師很快就幫我們做團體
治療，我就在弟兄姊妹的愛裡面把我們托住，後來
在小組裡那位弟兄跟我說：『按情理丈夫要與妻子
同住，你要按著她應得的份敬重她，因為她比你軟
弱，她是與你一起同受生命之恩的。』我從來沒有
想過太太是與我同受生命之恩的，因為我總覺得我
在外面打拼賺錢，那是我的事情，我拿多少錢回
家，妳就不要管我，妳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照顧
好孩子就好了，妳不要來管我。我從以前就只想到
我的名、我的利，我就是一定要出人頭地，除了這
個以外，其他的跟我沒有關係，所以當他講那句話
的時候，深深打動我的心，從那時我才開始想到，
原來我太過於自私了，原來我所想到的只有我、
我、我，我沒有想到妻子的需要，因為如此，神托
住我們夫妻的感情。
現在，我跟太太感情好到睡覺時都手牽手，因
為神給我一個起初的愛來愛她，而她也慢慢的原諒
我，神真是很奇妙的神，不止如此，我剛回到家
時，有九個月的時間沒有工作，自己選擇的路自己
負責，神選擇的路神會負責，我就跟我太太說：我
們把這一生的道路都交給神好不好，她說：好，九
個月的時間我沒有工作，每天都是太太去工作，我
在家煮湯，就這樣我跟太太、跟孩子的關係變得非
常好。我就跟神禱告說：『神啊！我好喜歡現在的
生活，我沒有再應酬、喝酒、抽菸、吃檳榔、犯
錯，祢可不可以讓我有個工作，是時間很少可以陪
伴家人，又可以錢賺得多的，我相信祢是真的，祢
會為我預備工作的。』結果來了六個工作，每個我
都很認真的禱告，可是都沒有回應。
一直到第六個工作，他答應給我每月六萬元的
薪水，因為我需要回去禱告並跟太太商量一下，他
看過了一、兩天都沒有消息，就又打電話給我說：
不然這樣，我給你八萬元，你只要來做半天，週末
你要去教會可以不用來，我再給你百分之三十的股
份。我心想：中了，就是這個，神啊！祢真是信
實，祢對我真好，馬上心裡就想，不行，我還是要
先禱告，神透過經文對我說話，詩篇27:14「要等候
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
和華！」我馬上說：我等候就是了。我太太說：你
這樣沒有人會再來找你了，我說：我知道，可是神
要我再等，她說：你那來的信心，我說：就聖經上

高舉祢名
成為祝福
聽祢的聲音
能不能

本週下午堂日詩歌單

出自：
出自：應許 專輯)
(出自：
出自：主祢是我們的太陽 專輯)
(詞/曲：賴弘毅)
(出自：
出自：新的事將要成就 專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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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於是繼續等。直到有一天，我在GOOD TV看
到一個故事，描述牧師帶著一家人在河邊受洗，他
講了一段話，哥林多後書5:17「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
就一直哭，當天我或看到或聽到總共有六次，後來
我明白神要告訴我，因為那兩家公司是我創立的，
我雖然送給人家，可是他不斷在對我招手，你回來
吧！你回來吧！神在告訴我：不行，神讓我知道，
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舊事都已過去了，不要再
想以前的事情了，路加福音9:62「耶穌說：手扶著
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我在心裡跟神說：主啊！我跟定祢了，沒多
久，還是那位兄長跟我說：我想做個基金，專作房
地產的開發、操盤、投資，你有意願嗎？我說：有
啊，可是我要先跟我太太一起禱告，結果這次非常
快，隔天早上神就跟我說：你可以去做，我就跟那
位兄長一起做。我是五月中旬開始上班，我上班後
才問薪水多少、條件如何？我回來跟神禱告說：神
啊！薪水這麼低，祢一定搞錯了，不過，沒關係，
反正都是祢的，祢要給我多少我就收多少，我不夠
的祢會給我。
第一年我們的投資開始有一些獲利，但還不
夠，我就禱告神說賺太少了，賺的錢根本不夠用，
神告訴我說要等候，第二年我們只有投資幾個案子
而已，我只有一個人，那年公司的獲利超過九位
數，我跟神說：神啊！祢真是太奇妙，以後祢說了
算，我不再說話。第三年糟糕了，開始打房，這些
股東們不再投資了，我沒有事情可做，我就跟神
說：才經過一年的豐盛，第三年又沒事了。我就去
找那位兄長，他說：你那邊有服事、那邊有需要，
你就去那裡，我說：不投資了嗎？他說：先求神的
國再求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我說好，我
就開始去做。在做的過程裡面神讓我學習謙卑，因
為這位兄長不是做房地產的，可是我已經做了很多
年，所以我自認為是最專業的，然後我去開發了一
個案子回來，結果他說這個案子不投資，我說人家
賣我一個人情，結果你不投資，我回去跟太太說：
不投資幹碼找我來，是他專業還是我專業，結果神
對我說：箴言27:18「看守無花果樹的，必吃樹上
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榮。」我就知道我要
順服我的權柄，我要順服我的老闆。
2012年的時候我跟神禱告：神啊！難道我就這
樣嗎？我要養家活口、我還有一些夢想、我想要突
破、我想要工作賺錢，但我現在的工作沒有辦法達
成。後來有一天，那位兄長對我說：神告訴我說，
你要去創一個事業，你可以回去禱告看看。我就順
服權柄，我跟神禱告說：『神啊！如果祢真的要我
去創業，祢要負責，我不負責的，祢是老闆，這二
十年來我從事很多事業，太辛苦了，壓力太大了，
我要交給祢，成不成都是祢。』我太太不贊成，因

為她怕我開始做事業後又會像以前一樣，後來我就
求主給我印證，有了印證後我就開始去做，神真的
很奇妙，半年時間就成交了12億的房產，我又驕傲
起來，神的管教就來了，結果幾千萬的佣金沒有簽
成，只剩下幾百萬的，我就學乖了，學會了要謙
卑，結果第二年又賣了十幾億，有幾千萬的佣金，
我又驕傲了，結果還是沒簽成，神真是又真又活，
大前年底我們就自己去買地蓋房子，不到半個月又
賣了九成，這次就不敢再驕傲，這完全都是神的作
為，結果一切都很順利。
我經歷了家庭的風暴、經歷財富及事業的歸
零、經歷太太的不諒解，從小到大我都是靠自己，結
果就是一場空，當我回轉歸向神的時候，神就恢復了
我們夫妻的關係，當我們願意的時候，神就聽我們的
禱告，祂不只是在你有病痛的時候醫治你，祂不只是
在你遇到家庭風暴時幫助你們恢復關係，不只是在你
碰到財務困難的時候給你錢用，不是的，有個先決條
件，你要先回轉歸向神。
希望我的故事能幫助各位，因為我們的神比世
界都大，如果神今天把祂的能力放在你身上，你就什
麼都能做，或許我經歷的風暴你現在正在經歷，如果
是，你要相信你今天坐在這裡，絕對不是突然的，不
管你有沒有信主，你要相信這位神是使水變成酒、使
無變成有的神，今天神翻轉我的生命、給我許多祝
福，祂也要翻轉你的生命、也要給你百倍的賜福。
全文完(講員為全福會鄭哲昇弟兄)

講道大綱

聖殿的美福

主題經文：詩篇6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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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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帝文牧師醫治特會

日期：
日期： 9 月 7 日（週四）
週四）～ 9 月 10 日（週日）
週日）
時間：
時間：晚上 7:00 （6:30 開始入場）
開始入場）
地點：
地點：新西門會堂 5 樓大堂
▲ 9 月 7 日(週四)，專注思想這個問題：為什麼耶穌
在十字架上喊出“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
我”。並特別醫治乳房有長腫瘤的婦女，同時也
會發生其他的需要得醫治。
▲ 9 月 8 日(週五)，專注思想這個問題：將來有一
天，真的會有人在沒有穿任何類型的太空服，就
能飛到天上與主相遇嗎？你(強調)，可以成為當
中的一位喔！來參加，並從中找到答案。
▲同時在 9 月 9~10 日(週六、日)也會發生其他的醫
治神蹟喔！
邀請您和您的朋友一起來經歷從真神而來的超
自然醫治大能！
通宵禱告會消息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平安：
這次通霄禱告，除了禱告！也會從創世記起，
並舉行接カ讀聖經為主，為預備舉辦聖經營裝備！
我們願意生活在，站著能佈道、坐著能讀聖經 、跪
著能禱告的文化中！
熱情的邀請您來參加通霄禱告祭壇，為著教會
復興，為著城市，國家復興我們加油吧！
日期：
日期： 8 月 25 日(週五)
時間：
時間：晚上 10:00 至次日上午 06:00 結束~~
地點：
地點：新西門會堂 11 樓 R01 教室
肢體消息

第二牧區黃陳好姊妹於 8 月 2 日安息主懷，並
於 8 月 12 日(週六)下午 2:00 在台北真道教會舉行追
思禮拜，求主親自安慰其家屬，並施恩給未信主的
家人，能早日歸信耶穌基督得享救恩。

八月份受洗暨受洗真理班消息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馬可福音 16:16）
裝備課程－
－受洗真理班：
裝備課程
受洗真理班：
幫助初信主者，在受洗前能對信仰有基本認
知，受洗後的信仰生活穩固，請務必參加。
日期：
日期： 8 月 20 日（主日下午）
主日下午）午餐請自理
受洗真理班上課及受洗程序：
受洗真理班上課及受洗程序：
1:00~3:15 上課（新西門會堂 4 樓副堂）
3:15~3:45 預備受洗
（換衣服、分享、拍照、祝福告等，歡迎觀禮者參與）
3:45~4:30 受洗（順序：一、四、三、二牧區）
親親寶貝-親子成長團體課

對象：渴望生命成長、改變價值觀的成人。 線上報名
時間：自9/10起每週日下午2:30至4:30(7堂)
地點：新西門會堂4樓402、403教室
聯絡：謝佩樺姊妹 02-23116767#452，0924-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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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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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課程 8月13日 聖靈充滿與方言禱告
基督徒得勝人生
八月第三週 8月20日
妹報名
※課程當日，
課程當日，於主日上午堂10點前 八月第四週 8月27日 有效個人傳福音訓練
完成報名，
完成報名，將提供便當。
將提供便當。
信徒須知
九月第一週 9月3日
基礎裝備課程

授課老師
楊謀元牧師
賴金枝牧師
劉雪蘭傳道
張佩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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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吳光照牧師
廖文華牧師
張秉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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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瀚勻傳道
林淑清牧師

開課課程介紹—啟示錄

師資介紹：
師資介紹：吳光照牧師
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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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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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
13日

出埃及記

第35章
35章

民皆樂獻

摩西囑民奉獻

召智慧者作工

全會眾獻禮物

8月14日
14日

出埃及記

第36章
36章

製造會幕

罩棚頂蓋造法

幕皮幕閂造法

幔子門簾造法

8月15日
15日

出埃及記

第37章
37章

會幕諸物

約櫃桌子造法

燈台香壇造法

膏油和香造法

8月16日
16日

出埃及記

第38章
38章

外院諸物

祭壇與洗濯盆

帷子柱子門簾

奉獻的總數量

8月17日
17日

出埃及記

第39章
39章

製造聖衣

以弗得與胸牌

內外袍聖冠牌

會幕工作完成

8月18日
18日

出埃及記

第40章
40章

立起會幕

神諭立起會幕

摩西立起會幕

榮光充滿會幕

第1章

駁斥異教

愛是命令總歸

神忍耐人榜樣

對提摩太託付

8月19日
19日 提摩太前書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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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專欄

$2,72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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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建堂基金 2,727,299 元整
距目標尚須 9,27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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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上午堂敬拜
主日下午堂敬拜
服務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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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000

1

200

6,074

8

27,554

2

28,000

1,695

17

60,772

2

22,000

1

3,000

22,796

6

20,801

2

2,000

1

1,000

903

171

846,000 24

51,400

7

17,700

30

113,493

3

3,000

3

3,900

34

375,485

8

47,500

4

129,000

5

128,900 19 182,800

6

269

3

3,000

1,450,105 42

上週聚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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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教會電話

0955 015 928

02-26740691

新竹真道教會

奧克蘭真道教會
北岸真道教會

106/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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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2,701.-

上週奉獻

牧區 各堂敬拜出席 小組出席
第一牧區
386
134
第二牧區
448
318
第三牧區
347
122
第四牧區
52
28
青年牧區
336
124
兒童牧區
89
80
新人來賓
101
78
總 計
1759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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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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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5

3,100

44,648

1

1,000

13,950

189,540

2

9,000

199,540

8

13,100

開拓事工

90,066
2,064,511

106/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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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0

1

總人次：
總人次：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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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0-48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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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週主日8
項 目
本週主日8月13日
13日
週主日8月20
潘春英姊妹
吳章魁傳道
台上領詩
蔡滋森長老
嬰兒祝福禮
擘 餅
司 會
張惠文牧師
楊謀元牧師
證 道
廖文華牧師
第二牧區
第二牧區
輪值區牧長
吳杏梅傳道
陳淑蘋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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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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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日

廖文華牧師

安全組
陪談組
收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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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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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美、錢智慧
吳梅花、游美琪、方美芬、黃寶玉、曾黎、詹美瑋
禱告動力站
李秀英 黃寶玉 郭惠美 孫麗玫 曾白雯、魏秀真
時間：8:00~9:30，地點：講台後方2F
劉怡君 林月桃 李美珠 劉美枝 陳秋滿、林純初 請由後方進入以免影響聚會 ，請準時參加。
一區

二區

三區

四區

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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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負責聯絡人：彭鳳梅姊妹0987-533245
S&T敬拜團
S&T敬拜團
蔡滋森長老
嬰兒祝福禮
劉雪蘭傳道
莊智程傳道
廖文華牧師
劉雪蘭傳道
莊智程傳道
陳音秀、曹家綾
侯坤利、劉羿吟
郭曉萍、翁英香、劉玉嬌、呂靜瑜
彭鳳梅、郭曉萍、翁英香、呂靜瑜
陳文志、余翔芸、鄭俊彥、彭金鳳
陳秉芳、彭金鳳、潘春英
1:30

擘 餅
司 會
證 道
輪值同工
新人組
招待組

台上領詩

0980-484486

廖文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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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