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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 14~21（新譯本） 

㊣只有            才會聽到耶穌稱讚你是良善又忠心僕人的人。 

太 25:22~29（新譯本） 

※超級管家：  

1.我不是      。 

★在神的家中，我們有一個      心態的問題。 

㊣人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孩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在神的國中，從孩童到

青少年到成人轉變的關鍵是什麼？學會做個      ，知道這一切都   

          ，是神的！ 

2.我是個    。 

⊙1他連得=6000 denarii。一個 denarius是當時一人          ，所

以一他連得、也就是六千 denarii，代表的是約          。 

⊙神會按著          來檢視你。管家的定義：    、    和 

    別人所託付你的資源。 

 

3.我是個      嗎？ 

路 12:16~21（新譯本） 

☆一個好的管家必須知道我管理神所賦予我的一切，好叫當      時，我

能夠成為他人的    。 

 

※Bill牧師說：以    的心服事，以    的心治理=以    的心服

事，以    的心來治理。 



   
  

 
 

週五敬拜：FriDays 敬拜團 

週日敬拜：大衛 敬拜團 

什麼代表你的心？ 

周曉薇 姊妹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長 

琴爐敬拜禱告：King’s Cross 敬拜團 

敬拜：King’s Cross 敬拜團 

同步•升級 

周神助 牧師 

－靈糧全球使徒網絡團隊主席 

 

6.「陪他走過」基礎助人訓練 
時地：第一階段〈能聽的耳〉：3/4、3/11、3/18；第二階

段〈溫良的舌〉：4/8、4/15、4/22；第三階段〈智
慧的心〉：5/6、5/13、5/20，以上日期(週三)晚上
19:00-21:30，在愛鄰樓 3 樓會堂。 

對象：限小組核心同工以上，需經牧者簽名推薦，同時報
名一二三階段優先錄取。 

報名：服務成本報名費 500 元。每階段課程保證金 500 元，
全程參加及完成課程作業者，保證金全額退費。2/25 
(二)止，繳費及報名請洽家庭事奉處分機 8221 謝姊妹。 

 請按階段順序報名，恕無法跳階選課。報名後如欲再報名
下一階段課程，請在該階段開課前一週完成報名。 
 

7.天國文化裝備課程系列 - ID 走入命定（台北場） 
時間：2/21(五)19:30-21:40、2/22(六)09:30-16:20、

2/23(日)13:30-17:00。 
地點：新店行道會美河堂，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157 號 6 樓。 
報名：即日起至 2/17（一）網路報名截止日，報名費 1000

元，報名費含『ID 走入命定（手冊）』1 本。開放
報名名額 200 人，請把握時間報名，課程資訊及報
名方式請見網站： www.asiaforjesus.net 。 

 
8.全教會浸禮 
時間：2/23(日)上午 10:25 (主日崇拜中進行) 
地點：靈糧山莊 B2 大堂 
報名：即日起至 2/18(二)下午 5:30 截止。報名表可於青

崇後至山莊服務台、或於上班時間至牧區辦公室
佈告欄索取。 

 請領袖自行進行受洗約談，或先受洗後報名 4/11(六)青年
牧區所開「浸禮的意義」課程，課程資訊會於 4 月時公告。 
 

 

琴爐敬拜禱告：暫停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超越蒙福（三）超級管家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主題：超越蒙福（三）超級管家 

講員：周巽光 牧師－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2020 異象：        。 

⊙特別在兩個層面上升級： 

1.在    上。 

㊣能夠賦予最多和最大盼望的，就是最有      的。 

箴 13:12（新譯本） 
 

☆生命樹的方程式： 

a.     的眼光：從神而來對未來的榮耀畫面。 

 

⊙盼望：喜樂的期待        將要發生！ 
 

b.不放棄的    ：在神的應許上堅持和忍耐。 
 

c.       。 
 

◎複習：如何經歷超越蒙福的人生？ 

1.蒙福需要        :          是一隻腳，    是另一隻腳。 

2. 教會幹嘛講  ？ 

太 6:21（新譯本） 
 

3.         。 
 

◎上次講到誰是主人有三點： 

1.       都是屬於神的。 

2.       是屬於神的。 

3.     是屬於神的。 

◎神怎樣超自然的祝福        的人，神也以同樣超自然的方式祝福一個按著聖

經原則管理的      。身為一個好管家，有種          的祝福會觸

摸你手所碰的每一件事。 

⊙人生最棒的是就是知道你雖        什麼，卻能        的一切。 

 
 

   

2/15彼後 3:1-18 

2/16創 1:1-19 

2/17創 1:20-2:3 

2/18創 2:4-17 

2/19創 2:18-25 

2/20創 3:1-24 

2/21創 4:1-24 

 

 

時間：2020年 3/7、3/14、

3/21、3/28，在靈糧山莊 106

教室，可現場報名，備有餐點 

 

1.宣教植堂奉獻 
青年牧區將於 2/21、2/28 週五青年崇拜(學生限定)；2/15、
2/22、2/29 週六聯合崇拜；2/16、2/23、3/1 週日青年崇拜(學
生限定)，為「青年宣教」、「青年植堂」及「Asia for Jesus 國
度豐收協會」奉獻，請弟兄姊妹可先預備您的奉獻。 

 請於教會奉獻信封上勾選「其他」，並註明「青年宣教」或
「青年植堂」，需開立收據者請勾選下方「年終需要」，並於
奉獻信封上填寫什一奉獻編號，或書寫完整的個人資料。 

 奉獻支持國度豐收協會，請使用「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協
會」奉獻信封，請勿使用教會信封奉獻，也請勿與青年宣教
及青年植堂合併在一個信封內奉獻。需開立收據者，請務必
於奉獻信封上書寫完整的個人資料，並勾選收據需求，以利
收據寄發。奉獻將直接交給國度豐收協會，不經由母堂轉出。 
 

2.大安學生中心「終極湯圓挑戰」（學生限定） 
時地：2/26(三) 18:30-20:30，在大安學生中心交誼廳。 
內容：瘋狂遊戲、吃湯圓、分享生命 
報名：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小組一起報名 或個人報名皆可 
 

3.「不同凡想的自由」裝備課程 
時地：3/13、3/27(五) 19:30-21:40 / 宣教大樓 4F 副堂 

3/14、28 (六) 9:00-12:20 / 宣教大樓 1F 大堂 
對象：小組核心同工以上 
報名：3/10(二)止，每人 300 元 (內含學生版 

教材費)，請掃右側 QR code 
 

4.新一期慕道班  
時間：3/7(六)、3/14(六)、3/21 (六)、3/28(六)，週六聯合青

崇後，在靈糧山莊 106 教室。 
 鼓勵沒有上過的弟兄姊妹一起來接受裝備。備有餐點，可現
場報名喔！ 
 

5.蒙福人生課程 
時間：3/7(六)、3/14(六)、3/21 (六)、3/28(六)、4/4(六) 
地點：宣教大樓 701 教室 
報名：請至山莊服務台索取報名表，填寫完成後，於 2/15

（六）、2/22（六）兩週青崇後至大廳擺攤處繳交報
名表及費用完成報名。報名費 500 元，報名費含『蒙
福人生（學生版）』1 本。 

 

週五敬拜：Kick off 敬拜團 

週日敬拜：大衛 敬拜團 

誰是老大（五） 

楊昌恩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