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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神叫以利亞去找那個寡婦，為要讓她來供應以利亞的需要。然而完

全相反，神打發以利亞去寡婦那裡，是因為        供應寡婦的需要。 

2.不要崇拜    的東西。 

出 20:4（新譯本） 

★偶像就是任何你用來      的東西。 
 
3.不要    的用神的名。 

出 20:7（新譯本） 
 
4.成為      。 

出 20:8~10（新譯本） 

☆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是相信神會祝福你        ，遠超過你工作七天

都不休息。十一是相信神會透過你    的收入，成就遠超過你抓著 100%的收

入。 

賽 58:13-14（新譯本） 
 
⊙好管家做三件事： 

a.智慧的    。 

b.殷勤地    。 

c.慷慨的    。 

 
5.教導你的    。 

出 20:12（新譯本） 
 

☆          的原則：你第一次聽到關於某個主題，會非常影響之後你

對這個主題的    。 

路 16:13（新譯本）、箴 3:5~6（和合本）、申 14:23~26（新譯本） 



   
  

 
 

週五敬拜：FriDays敬拜團 

週日敬拜：King’s Cross 敬拜團 

誰是老大（六）兩門功課 

陳璽文 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琴爐敬拜禱告：CROSSMAN 敬拜團 

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聖靈與火的洗禮 

Dennis 牧師 

－烏干達祈禱使徒 

 

7.送畫給少年輔育院年輕人〜先知性繪畫聚集 
時地：3/4(三)19:00-20:30，在宣教大樓 4F 交誼廳。 
簡介：a.因著家庭環境或生活際遇許多年輕人進入了青少

年監獄-少年輔育院，一位社工姊妹看到許多未成
年生命故事及獄中實況，想為對愛和未來迷惘的
年輕人，帶來一線光和溫暖，邀請你一起來貼近
天父的心，用畫把愛帶到他們的生命裡。 

b.本聚集將有同工來帶領教學，歡迎任何想祝福少
輔院未成年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一起來作畫。(現場
備有空白卡紙及色鉛筆，歡迎自備畫具材料。) 

 
8.緬甸活石學生中心 Future•Picture 先知性義賣畫展 
時間：3/10(二) 〜3/12(四)、3/14(六)、 

3/17(二) 〜3/19(四)、3/21(六)每晚 6:30 
開幕茶會：3/10(二)晚上 6:30 
地點：在中山靈糧福音中心。 
簡介：所有展出的畫皆由緬甸活石學生中心的孩子創作，

台灣團隊主責展覽。期待透過這個種子計畫，讓緬
甸孩子的夢想有實踐的機會。 

 
9.「多元文化思潮中的教會」—歌羅西書研經特會 
時間：3/24、25、26 (週二三四) 晚上 19:30-21:30 
地點：宣教大樓一樓大堂 
簡介：21 世紀是多元文化思潮盛行的時付， 藉由網路科

技的傳播，已經在全球影響了許多人的思想，對基
督信仰和教會也產生很大的衝撞。身為基督徒的我
們，不但要學習用更寬廣的心，來包容瞭解與我們
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更要有屬靈的智慧來分辨其
中似是而非的說法，オ不會失去基督信仰的獨特
性，為真道打美好的仗。讓我們從〈歌羅西書〉效
法保羅，化被動為主動，使教會不再只是被動回應
多元文化思潮，能主動挑戰多元文化思潮，為耶穌
的再來預備屬靈大豐收的道路。 

本特會無需報名，自由入場。宣教大樓 4 樓、山莊 106 教
室同步即時轉播，福音中心視需要開放即時轉播 (確認是
否轉播，請電洽各福音中心)。 
 

10.大安學生中心 Overflow 敬拜之夜 
時地：3/3（二）19：30-20：30，在大安學生中心交誼廳。 

琴爐敬拜禱告：約書亞 敬拜團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超越蒙福（四）財務十誡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主題：超越蒙福（四）財務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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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神而來對未來的榮耀畫面，並且喜樂的期待美好的事將要發生！ 

㊣能夠賦予最多和最大盼望的，就是最有      的。 

2.在            上。 

書 3:4（新譯本） 

◎複習：如何經歷超越蒙福的人生？ 

1.蒙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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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教會幹嘛講  ？太 6:21（新譯本） 

3.         。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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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管家： 

1.我不是      。 

2.我是個    ：神會按著祂所給你的來跟你    。 

◎管家的定義：    、    和    別人所託付你的資源，因為你就是神

的    。 

3.我是個      嗎？ 

以君王（    ）的心服事，以僕人（    ）的心來治理。 

※財務十誡： 

1.讓神居    。 

出 20:3（新譯本）、王上 17:14（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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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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禱告會 
時地：3/3(二)晚上 7:20（6:30 琴與爐），在宣教大樓一樓。 

 
2.宣教植堂奉獻 
青年牧區於 2/29 週六聯合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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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週宣教植堂奉獻 

植堂奉獻： 17,200 元。 
宣教奉獻：108,380 元。          

感謝弟兄姐妹的奉獻，也把榮耀歸給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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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會弟兄姊妹（本堂/福音中心） 
報名：3/10(二)止，每人 300 元 (內含學生版 

教材費)，請掃右側 QR code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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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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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9:30-12:30 
報名：可現場報名，報名費 500 元，含『蒙福人生（學生版）』

1 本。 

週五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週日敬拜：King’s Cross 敬拜團 

我的這群人 

蕭雅文 師母 
－Lustrada品牌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