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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        的數量，而不是提供真正的解答。 

C）          取代了真實的治理，人們被期待要支持一個政黨，而非合理的

解答。效忠政黨才是真正    ，這種文化不容許        ，而是黨（或

宗派）要我們怎麼想，我們就怎麼想。 

約 9:1~10（新譯本） 

耶穌走路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下來就瞎眼的人。他的門徒問他：「拉比，這人生下來就

瞎眼，是誰犯了罪？是他呢，還是他的父母呢？」 耶穌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

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神的作為。趁著白晝，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

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界的光。」 說了這話，

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一點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去西羅亞

池洗一洗吧。」（西羅亞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於是他就去了，洗完了，走的時候，

就看見了。那時，鄰居和以前常常見他討飯的人說：「這不是那一向坐著討飯的人嗎？」 

有的說：「是他。」有的說：「不是他，只是像他。」他自己說：「是我。」 他們就問

他：「你的眼睛是怎樣開的呢？」他回答：「那名叫耶穌的人和了一點泥，抹在我的眼

上，對我說：『你去西羅亞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見了。」 他們說：「那人在

哪裡？”他說：「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充滿    的世代，不管的社群媒體或任何場合，大家最想問的問題就

是      ？希望得到一個    或    性的合理答案。 

 

☆你有發現：耶穌都不回答你的問題，祂的方式是：幫你        ，然後給

你一個          的答案。 

 

㊣當你在為任何破碎、被疾病和邪靈綑綁或有需要的人服事或禱告時，要知道每個人

都有他        ，他們不需要你跟他長篇大論，只需要你將神的      

     帶到他們的生命中。 

 

 

 



   
  

 
 

週五敬拜：Kick off 敬拜團 

週日敬拜：The One 敬拜團 

收訊不良怎麼辦？―Y-5 

楊昌恩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CROSSMAN 敬拜團 

日落•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分享會  

青年牧區全員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 

 

5.2020 先知學校特會 
時間：1/15(三)-1/16(四) 
地點：新店行道會美河堂，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157 號 6 樓。 
講員：邀請美國伯特利教會克里斯‧韋羅頓牧師、台北靈糧堂

晏信中牧師及 101 教會李協聰牧師擔任講員。 
報名：12/10(二)前第一階段優惠報名費，學員 1,400 元。1/7(二)

前同時報名「先知學校特會」及「可以勇敢特會」可享
報名費折價 300 元優惠。全職牧者及神學生（就讀中全
修生）不分階段優惠報名費 700 元。特會介紹及報名資
訊請見網站： www.asiaforjesus.net 。 

 
 

6.學生區聖誕趴 
週五「日落。落落落落聖誕趴」 
時地：12/20（五）17:30～19:00，宣教大樓 4 樓副堂 
內容：食物飲料、桌遊、手遊、PS4 等，沒有成績的夢幻夜晚！ 

週六「聖誕老公公－碰面鬧哄哄」 
時地：12/21(六)下午 2:00-4:00  

（1:30 在山莊 220 教室報到）。 
對象：國中生、高中生、大專生 
報名：https://forms.gle/nqYufV9hrWcQC6XWA 或掃上方的 QR 

CODE 

週日「日初狼人殺。學生聖誕 Party」 
地點：12/22（日）12：30-14：00@靈糧山莊 210、220 教室 
內容：狼人殺聖誕限定版、美食餐點、K 歌、PS4、桌遊、網

美牆、手繪小卡等。 
 

7.2020 寒假 Revival Camp《看見新異象 經歷神同在》 
時地：2020/2/3(一)～2/6(四)，在中原大學 
對象：國中、高中職、大專生、同行青少年輔導 
費用：學員 2500 元，2019/12/31 前完成報名繳費優惠價 2300

元。（交通費另計。） 
內容：挑旺培靈、Workshop、運動會、大地遊戲、跨教會小

隊 teamwork 等。 
主辦：台北復興堂 
報名：台北靈糧堂學生區內部團體報名連結

http://goo.gl/DZWCwD 或右側掃描 QRcode 

琴爐敬拜禱告：The One 敬拜團 

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收訊不良怎麼辦？（三） 
―太冒犯人了吧！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主題：收訊不良怎麼辦？（三）― 太冒犯人了吧！ 

講員：周巽光  牧師－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天國好像一個人拿著    在玩      。 
 

☆如何接收： 

A. 選對        。B.         。 

C.         。D.         。 

 

◎透過哪些頻率我們可以避掉死角、增加我們接收的能力？ 

1.     的頻率。。2.     的頻率。 3.   的頻率。4.     的頻率。 

 

約 8:43（新譯本）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呢？因為我的道你們聽不進去。 
 

太 16:6（新譯本）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小心，提防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 
 

可 8:15（新譯本）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提防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有三種心態、信念和氛圍會干擾天國的訊號： 

1.法利賽人的酵：    的靈。 

 

★宗教的靈有多恐怖？它是      的親戚，是        的敵人！ 
 

2.撒都該人的酵：        和    的靈。 
 

使 23:8（新譯本） 
 

3.希律的酵：    的靈。 
 

⊙Kris Vallotton 牧師說，它的特徵是： 

A）政治的靈需要一個    ，它會      任何不同意他們理念的人。這個心態

在乎的是一個選戰的    ，勝過真的去解決問題。 

B）政治的靈會降低我們思想到        的層次。它把人分成：贏家和輸家。

在這種氛圍裡，它以          取代實際的    ，而衡量成功是  

   

12/07賽 58:1-14 

12/08賽 59:1-12 

12/09賽 60:1-22 

12/10賽 61:1-11 

12/11賽 62:1-12 

12/12賽 63:1-6 

12/13賽 6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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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敬拜：Kick off 敬拜團 

週日敬拜：The One 敬拜團 

收訊不良怎麼辦？―Y-6 

趙治達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鄭淯心 實習傳道－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實習傳道 

 

1.牧區浸禮 
時地：12/28(六) 下午 5:00 在聯合青年崇拜中進行 
報名：至服務台索取申請表，截止日 12/25(三)下午 5:00 

 
2.【聖誕節】－日落〄音樂分享會 
時間：2019/12/14(六)16:00-19:00 
地點：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台 
內容：約書亞樂團與 CROSSMAN 用音樂搖撼聖誕，JD 舞團

用身體震動大安森林公園～創意有趣的攤位與生命
故事，熱鬧你的聖誕節！ 

 
3.聖誕戶外音樂會 學生區擺攤同工徵召 
時地：12/14（六）15:00-19:00 
地點：大安森林公園露天音樂台。 
報名：請右側掃描 QRcode 線上報名填寫表單。 

 
4.【聖誕節】愛一直都在 Love Never Fails －日初〃養生館                               

第一場：2019/12/20 (五) 19:30-21:00 
靈糧宣教大樓大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24 號) 

第二場：2019/12/21 (六) 17:00-19:00 
靈糧山莊會堂 (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 84 號) 

2019/12/21(六)當日 16:00 即可進場，有周邊體驗活動： 
a.「日初〃養生館」先知性服事： 
透過肩頸按摩及先知性繪畫的服事，為新朋友禱告祝福！ 

b.「日初〃養生館」拍照區： 
山莊電視牆區設有日初養生館的背板、手板，歡迎大家帶
著新朋友及家人一起來拍照、打卡。 

第三場：2019/12/22 (日) 07：55-10:00 
靈糧山莊會堂 (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 84 號) 

第四場：2019/12/22 (日) 10：25-12:30 
靈糧山莊會堂 (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 84 號) 

內容：在人與人信任感薄弱的時代，許多人對於關係充滿著
不信任， 但卻渴望在友情、愛情、親情中找尋一個
不會改變的愛…。 

影像轉播場次 (靈糧宣教大樓大堂)  
2019/12/21(日)－08:00-9:30、12:00-13:30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www.breadoflife.taipei 
 
 

 

 

 

http://goo.gl/DZWCw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