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國全系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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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1（新譯本） 

五旬節到了，他們都聚集在一起。 

a.合一不是    。 

☉真實的合一需要      、      。合一不是    差異性，而

是    多樣性。 

b.合一不是    的。 

弗 4:3 （新譯本） 

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約 17:22（新譯本）；約 17:21（新譯本）；約 13:35（新譯本） 

☉若基督復活大能的明證、神蹟奇事的彰顯就像是使徒性教會中那顆耀眼的石，那 

    就是鑲上鑽石的座台，是讓世人可以見證神大能，也就是耶穌榮耀彰顯

的舞台。 

徒 2:44~45（新譯本） 

◎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長什麼樣子？ 

a.別只說我會為你禱告，而是真的付上          。 

b.別只是禱告，合一的關係需要很實際的    和    。 

c.與喜樂的人同樂，與            。 

d.不再有    和    。 

徒 2:17~18（新譯本）  

☆當聖靈降臨時，所有的隔閡都被打破，使人分裂、分類的權勢被摧毀，想要高舉

某一個族群的想法和文化被改變，因為復興是跨越    、    、    

和    之分，而這正是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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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週日敬拜：Kick Off 敬拜團 

我也有無限寶石 

周曉薇 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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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系？ 

周巽正 牧師 
－台北靈糧堂執行牧師 

 

 

6.inktree 資訊連結 
每週六 4:30 前(補班補課日除外)，透過 linktree 資訊連結 
https://linktr.ee/Boly，或是 youtube、臉書和
IG 留言板寫下代禱事項，4:30~4:45 台上帶
琴與爐禱告會的牧者會帶著大家一起為代
禱事項禱告(匿名進行)，希望整個牧區弟兄
姊妹能夠彼此支持代禱，讓線上或是實體聚
會，都有家的感覺。 
 

7.智慧教養講座-陪孩子走過各年齡層的兩性情感教育 
時地：7/18 (六) 9:30-12:30，在宣教大樓 701 教室。 
報名：7/14(二)止，未滿 10 人不開課。請上教會官網，或青
崇後至服務台索取報名表 
 

8.升級歡迎禮 
歡迎邀請所有升國中以上〜研究所的青年
學子都能來到學生區，尋找一個屬靈的家
共同成長。 
時間地點：歡迎擇一參加。  
7/17(五)19:30-20:40 在宣教大樓 1F 大堂 │週五學生崇拜 
7/18(六)18:45-19:30 在靈糧山莊 220 教室│週六學生團隊 
7/19(日)10:30-12:30 在靈糧山莊 210 教室│週日學生崇拜 
請於 7/16 前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將有專人與您聯絡，
進一步分享相關資訊。 
 

9.不同凡想的自由 
時間：7/31、8/7(五)19:20-21:30；8/1、8/8(六)9:00-12:30 

 （四次上課，共含 10 堂課），在靈糧山莊 B2 會堂 
費用：300 元/人 (內含學生版教材一本) 
報名：請點連結(內附課程詳細資訊)：  

https://forms.gle/cgUNWAHmvU35LiAEA  
或掃描右側 QR Code 

報名/繳費截止日：7/28 (二) 17:00 
第一梯次欲補課學員，請於第二梯次課程當天
憑「簽到小卡」報到進場，毋須事先報名 

分堂/友堂報名請洽 Asia for JESUS 國度豐收
協會 

琴爐敬拜禱告：Kick Off 敬拜團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全系達人(一)使徒系達人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主題：全系達人(一)使徒系達人 

講員：周巽光 牧師－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    就是我們的榜樣，祂是第一位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      的那一位。 

☉雖然我們不是使徒，但我們是使徒性的教會和百姓，需要有以    （Heaven）和 

    （Kingdom）為導向的思維，流在我們的血液中。 

※當我們恢復        正確的優先次序和架構，按著          ，效

法          來顯明        ，我們將透過      的文化帶

下城市和國家轉化和改革！ 

徒 1:4~5,8（新譯本） 

你們要等候父的應許，就是你們聽我講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再過幾天，你們要受聖

靈的洗…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去」很重要沒錯，但能夠去的前提是先    。等候預備我們能去，等候的重點在

於：神為著門徒們所預備的，        。 

路 9:1（新譯本） 

耶穌召齊十二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鬼魔，醫治各樣的疾病， 

☆耶穌在地上對門徒說了一句他們最難理解的話就是：我    對你們是    的。 

☉你與    的關係將會勝過耶穌實體的肉身在你身邊。 

※使徒性教會和百性的特質，就是聖靈所帶下的這兩項工作： 

1.聖靈的    。 

林前 2:4~5（新譯本） 

我說的話、講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話去說服人，而是用聖靈和能力來證明，使你們的信

不是憑著人的智慧，而是憑著神的能力。 

林前 4:20（新譯本）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言語，而在乎權能。 

＊只有完全、徹底地披戴聖靈的大能，我們才有可能證明耶穌基督        的真

實性。 

☉經歷天國的真實，那個入門的關鍵就是          。 

2.聖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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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0年 8/1、8/8、

8/15、8/22，在靈糧山莊 106

教室，可現場報名，備有餐點 

 

 

週五敬拜：FriDays 敬拜團 

週日敬拜：大衛 敬拜團 

耶穌 X一拳超人 1 

楊昌恩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1.全教會禱告會 
時間：7/7(二)晚上 7:30（7:00 開始琴與爐禱告） 
地點：宣教大樓一樓 
 

2.牧區浸禮 
時間：7/11(六) 下午 5:00 聯合青年崇拜中進行 
地點：靈糧山莊 B2 大堂 
報名：請崇拜後至山莊服務台索取申請表填寫，並將報名於

截止日 7/7(二)下午 5:00 前繳回牧區辦公室，逾期不
收。若未超過 10 人報名，將合併於成人牧區辦理。 

 
3.2020 GC 逆轉營的早鳥優惠日延後截止： 
時地：7/21(二) ~ 7/23(四)，在台北靈糧山莊。 
對象：升國一 ~ 研究所學生，限額 600 人。 
費用：學員 7/7 前第二階段優惠$2000。活動詳

情介紹及報名資訊，請上活動網站： 
http://www.revivalyouth.net/2020SummerCamp 

大會同工及隊輔報名：因應防疫措施，同工隊
輔的服事組別、服事內容及徵召條件，請洽小
組長或事工團隊領袖詢問並報名，由小組團體
填表推薦。 
 

a.請小組長領袖填寫「同工/隊輔團體報名暨推薦
表」，mail 或回傳給牧者簽名推薦，或填寫紙
本報名表，交給牧者，提供行政中心線上審核
之用。 

b.線上報名：各人須自行完成線上報名，請上活
動網站。 

同工隊輔團體報名暨推薦表，小組長請下載使
用 https://reurl.cc/QdZnAp 
 

4.青年牧區徵召官方 IG 及 FB 幕後企劃團隊 
對象：對 FB 及 IG 的經營有負擔有熱情有創意有想法的人 
報名：洽詢莉芳姐 Line ID.:cris0305，或臉書搜尋「劉莉芳」 
 

5.邀請你（妳）更多了解學生區大小事，讓我
們一同建造，興起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