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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聖徒，建造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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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教會的見證(3)

聖靈與潔淨 

→歡迎新朋友！ 

請掃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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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經文 
 

⚫ 本週金句 
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翰福音 16:8】 

  

⚫ 證道經文 

 

① 使徒行傳 5:1-11 
1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

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2
把價銀私自留下

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
拿來放在使徒腳前。3彼得說：「亞拿
尼亞！為什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
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
幾分呢？4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
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
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
人，是欺哄上帝了。」5亞拿尼亞聽見
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
甚懼怕。6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
裹，抬出去埋葬了。7約過了三小時，
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8彼得
對她說：「妳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
價銀就是這些嗎？」她說：「就是這
些。」9彼得說：「你們為什麼同心試
探主的靈呢？埋葬妳丈夫之人的腳已
到門口，他們也要把妳抬出去。」10

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
那些少年人進來，見她已經死了，就
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邊。11全教會
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② 約翰福音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
私慾你們偏要行。牠從起初是殺人
的，不守真理，因牠心裡沒有真理。
牠說謊是出於自己；因牠本來是說謊
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③ 彼得後書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
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
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
改。 

④ 約翰壹書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義。 

⑤ 約翰福音 16:7-8 
7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
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
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祂來。8

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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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代禱與最新消息 
 

代禱事項 

1. 健康：為政府、 醫療、弟兄姊妹及家人身心靈健康禱告。 

2. 全教會線上禱告會：邀請大家一起建立禱告祭壇，請為 teams 網絡上

的禱告聚集，以及全家歸主來禱告！歡迎弟兄姊妹每天來領受上帝新

鮮活潑的恩典。 

A. RPG（復興禱告），週四晚上 7:30~8:30  

B. 週六晨禱，週六上午 7:30~9:00  

C. 復興禱告會，每週一至週五中午 12:10~12:30 在 FB『大新莊真理

堂直播』社團以直播進行禱告會，歡迎弟兄姐妹申請參加社團，請

洽高聖凱傳道。 

3. 為下一代禱告： 為孩子們、大專生的遠距學習有好成效以及銘傳大學

的福音工作來禱告。 

A. 預計在桃園銘傳大學成立社團，6/10 進行線上口試審查，請代禱能

順利通過審核。 

B. 因應疫情，桃銘學中全面禁止開放外人進入。求主保守返家或還在

宿舍的學生，能有健康、好的遠距學習成效。過去我們所跟進與認

識的學生，開始有線上啟發與線上禱告、團契，求主讓每位學生持

續對主敞開，並學會自己禱告。 

4. 為家庭禱告： 

A. 為疫情期間各家庭能有好的互動關係禱告 

B. 〈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課程預計延至 6/20 開課，會再

視疫情調整上課方式。求主使用課程成為許多夫妻、情侶經營親密

關係的祝福！目前已有 3 對報名，尚有 3 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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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季禁食禱告： 5/22-6/30，為國家的需要禱告（乾旱、疫情、經

濟與台灣的家庭政策），也為我們的家庭健康、和樂、富足與全家歸主

禱告。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加。 

 

教會消息 

1、 書籍購買：〈復興禱告 30 天手冊〉推動復興禱告最佳利器！現已出版電子書，

歡迎利用網路購買，詳情請洽賴加麗師母。 

掃我看書籍介紹→ 

2、 2021 讀經計畫：邀請弟兄姊妹加入 FB 大新莊真理堂讀經列車社團！詳情請

洽賴加麗師母。 

3、 線上奉獻：疫情期間，若要進行奉獻，請轉帳至 

812（台新銀行新莊分行） 

帳號 2005-1000-314197 

請於轉帳後填寫奉獻回報表單，掃描 QRCode（或點 QRCode 的連結）進入

表單頁面，謝謝。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0zdJxpbl0T0Dp958uYMZrCBhFYgoCgKlNj-O9ylCV0_K1IA/viewform
https://www.elimbookstore.com.tw/shop.php?html=showgoods&gid=2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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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聖經綜覽班-新約聖經：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 3：16-17）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學習聖經可以幫助我們生命成長、為人處世得著智慧。

聖經是上帝賜給我們人生的指南，引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在關鍵的時刻，

幫助我們作出合神心意的抉擇。邀請您進入上帝的智慧與豐盛的恩典之中，

一起來讀聖經。 

一、本次範圍：新約聖經 

二、開課時間：6 月 8 日(二）晚上 7：30-9：00，每週一次，合計 15 次。 

三、課程進度： 

       單元一：基礎讀經法 

       單元二：馬太福音 

       單元三：馬可福音 

       單元四：路加福音 

       單元五：約翰福音＋約翰壹、二、三書 

       單元六：使徒行傳 

       單元七：羅馬書＋加拉太書 

       單元八：哥林多前書 

       單元九：哥林多後書 

       單元十：監獄書信：以弗所、腓立比、腓利門書 

       單元十一：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單元十二：教牧書信：提摩太前書、後書、提多書 

       單元十三：一般書信：希伯來書、雅各書 

       單元十四：一般書信：彼得前、後書、猶大書 

       單元十五：啟示錄 

四、課程進行方式： 

       1、敬拜 

       2、聖經經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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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課堂小測驗 

       4、小組分享讀經心得 

       5、牧師信息分享與講解 

       6、學員提問  

       7、結束禱告 

五、免費參加 

如何參加？ 

1、請先加入 line 群組『新約綜覽班-週二堂恩牧師』 

      http://line.me/ti/g/VdNsmzH_R_ 

2、本課程將用 TEAMS 上課，請預先下載安裝。 

3、上課前 15 鐘會在群組中貼上課程連結。 

4、課程請預先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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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著的人當醒過來！ 

疫情之下，上帝百姓的因應重點 
文選輯自／楊寧亞牧師講道園地 

當災禍、意外等不好的事情發生時，上帝的兒女要用什麼態度來因應？羅馬

書八章 28 節：「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這裡所講的「萬事」，常常是指不好的事情，指各樣的患難。那麼什麼

樣的人在患難中仍然會得益處、生命得著建造呢？「愛上帝的人」，也就是信

靠上帝的人！信靠上帝的人相信，即使在患難中，上帝的旨意也不會被攔阻，

沒有任何事可以攔阻上帝對祂百姓的愛。在面對嚴峻疫情的現在，我們要在上

帝面前安靜，得到這樣的態度。 

疫情之下，我們的作息、時間表一定會改變，省下交通的時間，省下去公共

場所的時間，省下娛樂的時間，甚至有些聚會取消了，例如原定五月 17～19 日

在台中的牧者 RPG 總聚，經過八父老線上會議，把三天濃縮成一天，後來又把

一天變成半天，改成完全線上直播。全台大停電的時候，我們的時間表也會改

變，很多事情不能做了。（昨天有位弟兄說他想起我之前說過的先知預言：真

應該買紙本聖經，因為停電的時候，電腦和手機都不能用了。）因為這些意外

而省下的許多時間，你會怎麼使用？上帝的百姓當如何因應？ 

  甦醒過來，接受基督光照 

我們來看以弗所書五章 14-21 節：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

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凡事要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上帝。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面對疫情高漲、停電，或者其他天災人禍，飢荒、旱災、戰爭等，如耶穌所

講的末世徵兆都出現的時候，上帝的百姓要注意什麼？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

們的靈魂要甦醒，不要作愚昧人、糊塗人，要作智慧人，明白上帝的旨意。意

思是說，我們活在黑暗、墮落的世界裡，常常糊里糊塗、不明不白，搞不清楚

上帝的旨意，但我們要從沉睡中醒過來，「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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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有一股黑暗勢力，弄瞎了我們的心眼，蒙蔽我們，欺騙我們，讓我們

不去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反而去做一些有的沒的。有些我們忙著去做的事未

必是壞事，甚至是好事。耶穌講到天國大筵席的比喻說，國王邀請人來參加筵

席，這個人說買了塊地，那個人說買了五對牛，也有人說剛娶了妻，都不能來─

─讓我們去忙很多好事情（買地、買牛、娶妻都不是壞事），但就是不去回應上

帝，不做最重要的事，這是仇敵的詭計。比喻中拒絕國王的人，嚴重一點說，

是拒絕了救恩。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

你了。」今天上帝的百姓正在沉睡當中，要甦醒過來，要愛惜光陰，要作智慧

人，要明白並遵行上帝的旨意。 

這次楊道諾牧師來到我們當中，不斷在傳講一個主題：不要太忙碌。他勸勉

台灣教會的牧師、基督徒，不要一直在忙不是那麼重要的「好事」，甚至他

說：「忙碌是罪惡！」當我們因為忙碌而忽略了上帝的旨意，忽略了最重要的

事，甚至連禱告、搶救靈魂的時間都沒有，那真的是過度忙碌了。透過疫情，

上帝也在震動教會，讓我們在這段時間裡弄清楚什麼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

的事就是去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做上帝給我們的呼召、命定以及清楚的指

示。求主光照我們，願聖靈來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甦醒過來，看見上帝的旨

意。 

  每次禱告務要抵擋仇敵 

很多時候我們禱告沒有果效，是因為沒有抵擋黑暗勢力，沒有拒絕仇敵的謊

言，沒有處理肉體等根本的原因。我們要呼求聖靈幫助我們甦醒過來。聖靈

來，會引導我們進入到一切的真理，使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聖靈來，消極地會幫助我們推開黑暗勢力，積極地會帶我們進入真理的

光。每次我們禱告，都要呼求聖靈，抵擋、拒絕、棄絕仇敵、罪惡、謊言等，

並求主賜下啟示性的話語，讓我們明白主的旨意。詩篇說：「祂使我的靈魂甦

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廿三：3）今天很多基督徒想要走義路，卻

屢屢失敗，是因為靈魂沒有甦醒過來。現在是甦醒的時候，我們不只為疫情降

溫禱告，更要求主使台灣教會甦醒，拒絕仇敵、罪惡、謊言，選擇實行上帝的

旨意。 

  最重要的一件事：活在 RPG 裡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最重要的事情。這個時候我們要做的最重要事情是什

麼？耶穌最看重的只有一件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

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加福音十：42），也就是大衛內心最深的渴慕：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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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問。」（詩篇廿七：4）來到上帝的面前，尋求祂

的面，是最重要的事情。 

  兩三人一起領受主的同在 

我們求問主是「在祂的殿裡」，祂的殿就是教會、基督的身體，當我們來求

問祂，不是一個人，是一群人。疫情中，有些人可能多了很多個人的時間，我

們要更多讀經禱告，並且不要停止聚會，不要停止跟弟兄姊妹連結。「不要落

單」非常重要。若我們感到孤寂，仇敵會用謊言攻擊我們，使我們看不見光，

失去上帝的同在。我們要來尋求主的面，而且是跟弟兄姊妹一起來尋求主的

面，活在上帝的同在裡。這就是復興禱告小組的重點。 

在環境危急的時候，也是思想什麼事情最重要的時候，當大的聚會都無法進

行時，就需要小的聚會，RPG 正是為此而建立的。上帝給台灣一個特別的恩

典，過去兩三年我們學習 RPG，兩三人一起禱告，見面禱告，也線上禱告，幫

助我們在難以見面的現在，能夠持續活在愛的團契裡。最近我聽到一個區長分

享，要把分區小組 RPG 化，意思是確保每個人都活在 RPG 裡，有忠心彼此代

禱守望的團隊，而不是掛名的組員。這是為意外所作的必要預備。 

甚至我們還要設想，當大停電，電腦和手機都不能用的時候，該怎麼一起禱

告。在遵守防疫規定的前提之下，若能相約見面很好，最好的地點是家裡，兩

三個人交叉探訪是很不錯的。最棒的代禱同伴其實在自己家裡，當疫情升級，

大家都被關在家裡的時候，家庭 RPG 的建立就很重要。特別是家裡常常是很困

難的地方，我們若沒有認真去面對、處理家人間的問題，大眼瞪小眼，會吵翻

天。去年全球疫情高漲的時候，很多國家的離婚率竄升，因為平常處理不了關

係的問題，還能夠跑到家外面去；疫情期間被關在家裡，又不知道怎麼彼此相

愛，很多潛藏的問題全部都暴露出來，衝突得更厲害。禱告是惟一的路，我們

需要歡迎聖靈來幫助我們在家裡得到上帝的同在，聖靈來會治死我們的肉體，

使我們彼此接納、彼此饒恕、彼此祝福，活在愛裡；不只是消極的不爭吵，更

是積極的關係更親密。 

  帶領人領受主的同在 

求主教導我們活在祂的同在裡，也就是一件事：活在 RPG 裡，得到祂的同

在，也跟周圍的人分享。「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

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得前書四：7-

8）當我們看到周圍的人活在恐懼裡，我們可以把主的同在和平安帶給他們。

《防疫滿福寶》是很好的工具。禮拜三我問領袖訓練班的學員，從他們信主到

今天，共送出多少本《滿福寶》，答案比我想像得多，甚至有人才信主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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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經送出幾百本，包括送給街友，為他們一個一個祝福。當我們被主的愛

吸引到一個地步，會想很去幫助別人。 

疫情爆發，也讓許多人的需要顯露出來，我們可以成為家人、同事、朋友的

幫助，教他們直接禱告呼求主名，這樣任何時候他們有需要，就知道怎麼跟上

帝連結，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主會救他們脫離疾病的恐慌，脫離很多的負

面思想，也修補破碎的關係。上帝在等待祂的兒女去做這件事情。 

疫情爆發之前，我跟佈道部門的同工在一起研究，禱告佈道法是最重要的佈

道方式，特別是一對一的禱告佈道。疫情發生的時候，不能開大型佈道會，小

組佈道也受限制，甚至室內聚集不能超過五人，但一對一的佈道不會被攔阻。

我盼望經過這次疫情，禱告佈道能成為我們生命的習慣，不只自己會禱告，更

會帶領人一起禱告，這樣福音擴展的速度會非常快。 

求主幫助我們，面對疫情不致過度手忙腳亂，不僅對防疫是如此，對最重要

的事情──建立 RPG 更是如此，讓我們好好地在家裡、職場建立 RPG，看到人

有需要就帶領他禱告，這是上帝對我們最重要的託付。願主使我們的靈魂甦

醒，教導我們走義路，使我們清楚應當去服事誰。 

 

見證徵稿：邀請您，分享個人在讀經、靈修、禱告心得或經歷神的見證。來稿請 email 至

sean@gstlc.org.tw 高聖凱傳道，字數 500-800 字。請附上姓名。謝謝！ 
 

 

  



 

真理週報 

 

奉獻資訊 

 

於轉帳後務必填寫奉獻回報表單， 

掃描 Qrcode 進入表單頁面： 

龜山真理堂 

 

戶名：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 

銀行名稱：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  

新莊分行 

帳號：2005100031419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0zdJxpbl0T0Dp958uYMZrCBhFYgoCgKlNj-O9ylCV0_K1I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