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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火驗的信心 

講員：謝宏忠 院長－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院長 

 

經文：路 5:1-11 

一.進入屬靈經歷的深處 

1.承認自己的有限 

2.憑信心踏入未知 

 

 

二.進入認識耶穌的深處 

1.認識耶穌的豐富 

2.認識自己的罪性 

 

 

三.進入神的心意的深處 

1.為神國的目的而活 

2.撇下一切跟從耶穌 



   
  

 
 

敬拜：Kick Off 敬拜團 

就要愛起來 2 

趙治達傳道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傳道 

琴爐敬拜禱告：約書亞 敬拜團 

敬拜：約書亞 敬拜團 

剛強去愛（二）恐懼殺手 

周巽光 牧師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區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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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詢莉芳姐 Line ID.:cris0305，或臉書搜尋「劉莉

芳」私訊。 
 
5.愛情方程式～線上課程 
時間：5/2、16、23  (3 次週六) 上午 9:00-12:00 
方式：線上課程，開課平台另行通知 
對象：年滿 20 歲的單身弟兄姊妹 
報名：4/28(二)止，請上教會官網報名。 

 
6.約書亞頻道 
約書亞樂團 YouTube 頻道即將推出一系列新的節目企劃，
將會有不同的約書亞團員來跟大家分享不同的主題。首先
即將推出光哥發想、企劃的新系列「你知道你在唱什麼
嗎？」，另外一個企劃，將會針對敬拜讚美領域和團隊服事
運作拍設成 Q&A，有任何的問題，想要我們分享的主題，
都可以留言給約書亞樂團喔！最新消息請關注約書亞樂團
YouTube 頻道，以及 FB、IG  

 
7.母親節 Big Day-勇敢去愛 
時間：2020/5/8~1 
講員：新竹聯禱會執行長黎源悅牧師、張以磏弟兄（母子同台） 
內容：黎牧師將告訴你在逆境中，如何尋得真理，而她珍愛

的兒子出生到長大，體內有上千個神經瘤，他是如何
在極度痛苦和死蔭幽谷中度過、從不能行動到如今站
在大家面前，還讀完藝術學院的學業……，將會帶給
你無法想像的大感動和力量。記得邀請親友們一起觀
看，在這母親節溫馨的時刻，讓父母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母，讓愛充滿在每一個家庭。 

觀看方式：青年牧區 Facebook 或 Youtube 線上收看。 
 
8.母親節活動-勇敢去愛，I Hear_______.母親節 Say 愛企劃！ 
方式：在青年牧區粉絲頁私訊我們一句想對媽媽說的話，

將有機會在 5/9(六)母親節 Big Day 的直播中幫你唸
出來，向阿母示愛說沙朗嘿唷～ 

徵集日期：即日起至 4/30 晚上 6 點止。 
私訊內容範例：我是北港許光漢，我想要對媽媽說：「媽，
謝謝你啦！就這樣。」 

琴爐敬拜禱告：CROSSMAN 敬拜團 

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進入水深之處 

謝宏忠 院長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院長 

◆全面啟動線上聚會 
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擴大，教會積極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因此暫時停止
主日崇拜實體聚會，全面轉為線上 On-line 聚會，等待情勢趨緩、政府評估無虞，再啟
動實體聚會。防疫期間歡迎大家利用教會官網、Youtube、Zoom 等數位方式，一起連線
參與崇拜。 

線上青崇時間及網址： 

週五直播-晚上 7:30-8:40（7:20開始直播，7:30正式開始） 
可觀看到 22:00，之後會收播整理 

週日直播-早上 10:30-12:00（10:20直播，10:30 正式開始） 
可觀看到 13:00，之後會收播整理 

隔週週二將附上講道摘要，重新連結播出！  
連結：https://reurl.cc/xZEvbe     
(或搜尋 youtub/FB 台北靈糧堂學生區) 

週六-琴與爐下午 4:30-5:00;崇拜下午 5:00-7:00 
連結：https://reurl.cc/pdMKOl  
(或搜尋 youtub/FB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 

歡迎新朋友、有代禱需要，請進連結樹 
 

 

◆「正是時候」We can do this 系列影片 
每天 5分鐘，由周巽正牧師帶領我們，不只為世界疫情禱告，更透過實際的行動，成為
這地的祝福。 
播出時間：每日中午 12:00  
播出平台： 
台北靈糧堂 Youtube頻道：                   台北靈糧堂臉書： 
https://reurl.cc/8Gp9OR                    https://reurl.cc/lVeY4E 
 
 
 
 
 
 
 
 
 
 
台北靈糧堂 IG：                             周巽正牧師臉書： 
https://reurl.cc/Y1X3bO                    https://reurl.cc/nzOYMn 
 

 

 

   

4/25提前 3:14-16 

4/26提前 4:1-3 

4/27提前 4:4-5 

4/28提前 4:6-7 

4/29提前 4:8-10 

4/30提前 4:11-12 

5/01提前 4:13-14 

 

 

因疫情緣故暫停。 

 

 

 

 

1.2020 Game Changer 逆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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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報名，5/12 前報名費可享早鳥優

惠價 1,500 元。活動詳情及報名資
訊，請上活動網站：QRcode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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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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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青年牧區 King's Kids 相約在線上 
時間：每週六下午 16：00-16：30（首播） 
內容：在家玩遊戲、敬拜、聽故事線上搶               

答送禮物 
每週會從青年牧區 King's Kids 家長群組中           
抽出回答問題的 5 位孩子寄送神秘禮物到你家喔！ 
請掃描螢幕上 QR code 參加 

 
3.先知性事奉初階 
時間：5/16-23 自主學習 
內容：使學員瞭解先知性事奉的根基及目的，對啟示性恩

賜有清楚認識，並有機會領受、操練。 
方式：線上課程，開課平台另行通知 
對象：完成本堂「禱告初階」課程並結訓通過者課程 
報名：5/10(日) 止，開課平台另行通知 
 

4.生命培訓學院招生 
報名：3/16 至 5/31 止，歡迎電話洽詢生培學院索取一年

級招生簡章。生命培訓學院電話（02）2362-3022
＃7501-7506 

敬拜：CROSSMAN 敬拜團 

愛的疑難雜症有解嗎？ 

陳麗吉姊妹 

－Asia for JESUS 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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