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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3：1~2（新譯本） 

耶和華告訴摩西說：「在以色列人中，你要把所有頭生的都分別為聖歸我；無論是

人或是牲畜，凡是頭生的都是我的。」 

出 23:19（新譯本） 

要把你地上最上好的初熟之物帶到耶和華你神的殿中。 

創 4:3~5 （新譯本） 

有一天，該隱把地裡的出產拿來，當作禮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

些頭生的，和羊的脂油拿來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禮物；只是沒有看中

該隱和他的禮物。 
 

☆獻上頭生的：    和    。獻上肥油：    和    。 

⊙十一不是律法，是    （ordinance：平常行為的原則）。 
 

該隱、亞伯  主前 4000年 

亞伯拉罕    主前 2000年 

摩西(律法)  主前 1500年 

3.     是屬於神的。 

書 6:19（新譯本） 

可是，所有的金銀和銅鐵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為聖，存入耶和華的庫房中。 

利 27:30（新譯本） 

地上的一切，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或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

耶和華為聖的。 

伯 1:21（新譯本）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去。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回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

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雅 4:13~15（新譯本） 

你們說：「今天或明天，我們要到某城去，在那裡住一年，作生意賺錢。」其實明

天怎樣，你們並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本來是過眼雲煙，轉瞬之間

就消逝了。你們倒不如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作這事或作那事。」 

500年 
2,500年 



   
  

 
 

週五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週日敬拜：King’s Cross 敬拜團 

超越蒙福（一）成為祝福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琴爐敬拜禱告：FriDays 敬拜團 

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異象  

晏信中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 

 

8.摩西五經  
時地：日間班  2/10、2/17、2/24 (一) 10:00-12:00，在愛

鄰樓 4 樓 
時地：夜間班  2/10、2/17、2/24 (一) 19:00-21:00，在宣

教 10 樓會堂 
介紹：摩西五經(創、出、利、民、申)是聖經的第一部分，

規範神與人的關係，說明以色列人源起，也預表基
督的救恩。耶穌說：祂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
成全。復活之後，更從摩西的律法、詩篇、先知書，
凡指著祂的話都對門徒解明。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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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婚前輔導春季班  

日期：3/1(日) 起八週 14:00-17:00，含 3/21-22 兩天一夜
溝通營 

地點：靈糧山莊 106、107 教室 
目標：透過探索婚姻各面向議題，發展良好談心能力，

幫助學員確認是否繼續交往，進而預備進入婚
姻。報名及繳費詳見簡章或洽家庭事工中心。 

對象：自開課日前交往滿八個月之情侶，完成「愛情方
程式」課程者優先錄取。限額 24 對。 

報名：2/11 (二)止，請青崇後至服務台索取報名表報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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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300 元/人 （內含學生版教材費） 
報名：報名請掃右側 QR code 

琴爐敬拜禱告：約書亞 敬拜團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超越蒙福（二）誰是主人？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主題：超越蒙福（二）誰是主人？ 

講員：周巽光 牧師－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升級的關鍵是要願意    和    。 

林前 12:4~6（新譯本） 

恩賜有許多種，卻是同一位聖靈所賜的；服事的職分有許多種，但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方

式也有許多種，但仍是一位神，是他在眾人裡面作成一切。 

林前 12:12（新譯本） 

正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然很多，身體仍是一個；基督也是這樣。 
 

◎複習：如何經歷超越蒙福的人生？ 

1.蒙福需要        ：        是一隻腳，另一隻腳是    ，做個

好管家。 
 

2.教會幹嘛講  ？ 

太 6:21（新譯本）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當你賦予人機會來給予時，你是賦予人機會來        ！  
 

3.         。 
 

☆管理者背後的啟示正是搞清楚誰才是真正的      。 
 

◎誰才是真正的擁有者？ 

1.          都是屬於神的。 

詩 24:1（新譯本） 

地和地上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屬於耶和華的。 
 

詩 50:10（新譯本） 

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田野的走獸也

都屬我。如果我餓了，我也不用對你說；因為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人生中最棒的是什麼嗎？就是知道你雖        什麼，卻能        

的一切。 
 

※神用怎麼樣的方式祝福慷慨給予的人，神也同樣用怎麼樣的方式去祝福      。

身為一個好管家，有種                的天國元素，會觸摸你手所

碰的每一件事。 

2.       是屬於神的。 

 

 

 

   

2/01可 16:1-20 

2/02彼前 1:1-12 

2/03彼前 1:13-25 

2/04彼前 2:1-10 

2/05彼前 2:11-25 

2/06彼前 3:1-12 

2/07彼前 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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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聯合崇拜異動公告 
適逢春節彈性放假，2/15(六)補班補課，故 2/15 聯合崇拜時
間異動為：晚上 7:00-9:00（6:50-7:00 會前禱告）。 

原週六下午 3:40 宣教至山莊接駁車及崇拜前琴與爐禱告會
暫停一次。 
2/15(六)崇拜前 5:30 有簡易餐點給下班、下課的弟兄姊妹。 

 
2.全教會禱告會 
時地：2/4 (二)晚上 7:20（6:30 琴與爐），在宣教大樓一樓。 
 

3.2020 肯亞短宣隊義賣  
時地：2/8 下午 3:00-晚上 8:00 靈糧山莊 B2 
      2/9 上午 9:00-下午 2:00 靈糧山莊 B2、 

2/9 上午 9:00-下午 3:00 宣教大樓 1 樓 
目的：為肯亞短宣隊募款 
 

4.作主門徒—學習在主愛中受教、受差、受膏、受苦 
時間：2/9、16、23、3/1 (日) 14:30-17:30 
地點：宣教大樓 4 樓會堂 
對象：上過「初信造就及長大成熟」，或報名後願意儘快熟

讀四福音書的兄姊 
報名：2/4 (二)止，請上教會官網或青崇後至服務台索取報

名表報名 
 

5.Overflow 敬拜之夜 
時地：2/11(二) 19:30-20:30，在大安學生中心交誼廳。 
內容：完整一小時的純敬拜時間，歡迎你用任何方式一起

來經歷神！ 
 

6.大安學生中心「終極湯圓挑戰」（學生限定） 
時地：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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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約翰福音 
日期：2/16、2/23、3/1、3/8  (日) 9:30-11:30 
地點：宣教大樓 10 樓會堂 
報名：2/11 (二)止，請上教會官網或青崇後至服務台索取報

名表報名。 

 

週五敬拜：FriDays 敬拜團 

週日敬拜：The One 敬拜團 

誰是老大（四） 

楊昌恩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