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目標：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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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刊
主後2015年

12 月 27 日

我們的異象：傳承使命·權能宣教·力行聖經·邁向榮耀

「民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詩篇九十六篇7節)
本週禱讀聖經進度一覽表
日 期

禱讀進度

日 期

禱讀進度

12/27(日)

可三20∼35

12/31(四)

可五1∼20

12/28(一)

可四1∼20

1/1(五)

可五21∼43

12/29(二)

可四21∼34

1/2(六)

可六1∼13

12/30(三)

可四35∼41

1/3(日)

可六14∼29

主日崇拜

教會的立場
政
奉
推
借
互

治：我們要常常為國家及政治領袖禱告，也尊重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但請不要在教會及小組中，從
事政治活動或發表個人立場言論，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或對立。
獻：這是每位基 徒蒙福的途徑及應盡的責任(瑪拉基書三10)；但若還不是基 徒，可以不奉獻；
我們竭誠歡迎您早日成為主的兒女，在奉獻中蒙福。
銷：我們尊重基金、保險、理財、直銷等職場從業人員，他們可以在初入教會及小組時，簡單介紹
自己的職業，但不宜主動或強力向組員推銷，若兄姊有需要，再自願性地向他們詢問或購買。
貸：我們鼓勵會友見到其他弟兄姊妹在衣食上短缺時，甘心樂意資助；會友間若有借貸或其他金錢
來往時，請讓小組長、區長或區牧知道，以作遮蓋。
助 會：若有會友起會或跟會，純屬個人行為，請勿在教會及小組中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

12/27(日)∼1/2(六) 各堂崇拜
崇拜

主日早崇拜

時間 早8:00、10:00
早8:00、12:00
國 地點
靈糧山莊會堂
宣教大樓一樓
語
敬拜團
榮美
倍加
崇
蔡弦良弟兄
拜 主領 周莊碧明牧師
證道 周神助牧師 周神助牧師(8:00連線)
題目

願

主日晚崇拜

香柏崇拜

晚上6:30

12/30(三)早9:30

宣教大樓一樓

宣教大樓一樓

榮光

香柏

姚宏杰弟兄

黃伯勳牧師

朱國樑牧師

史雲光牧師

的國降臨

崇拜 台語崇拜 印尼語崇拜 英語崇拜
菲語崇拜 越語崇拜
語 時間 主日早10:00
主日10:00、12:00、14:00 主日下午2:00 主日下午2:30
主日8:30
言
和平會堂
宣教大樓701室 宣教大樓12樓
地點 宣教大樓一樓 宣教大樓4樓
崇
拜 證道 林德安牧師 禤美恩傳道 周巽正牧師 尤霞仁牧師 張淑娃傳道
題目
願 的國降臨
崇拜
青 時間
年
地點
崇
拜 證道
題目

(國、高、大專)學生崇拜

靈糧山莊210室

林常文牧師

(國、高、大專、社青)聯合崇拜

1/1(五)晚7:00

1/2(六)晚5:00

靈糧山莊210教室

宣教大樓4樓

靈糧山莊會堂

劉莉芳傳道

董佳音牧師

周巽光牧師

犧牲的愛

釋放屬天隱密事

天國元素(一)

兒童親子崇拜

喜樂親子崇拜

大安有愛

時間

主日早8:00、10:00

主日早10:00、12:00

主日早11:15

1/2(六)晚7:00

地點

靈糧山莊106室

宣教大樓3樓

宣教大樓13樓

宣教大樓一樓

證道

朱施美妃牧師

題目 認定耶穌，家裡的每一空間都會有新的故事！
2

1/2(六)早10:00

主日早10:00

崇拜
兒
童
╱
喜
樂
親
子

客家雙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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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
時間
證道

服務業崇拜

古亭

興隆

象山

大同

12/24(四)晚10:00
葉靜瑜牧師

主日早10:00

主日早9:3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10:00

李漢龍傳道

葉靜瑜牧師

毛恩信牧師

羅慶聖牧師

雙園
萬華
松山
松江
內湖
中山
崇拜
時間 主日早10:00 主日早8:30、10:30 主日早8:00、10:15 主日早9:30 主日早9:30 主日早10:30
靈 證道 林常文牧師 劉翰勳傳道 曾惠南牧師 張雅謙牧師 曾曹小梅牧師 徐梅玲傳道
糧
福 崇拜
中正
信義
南信義
深坑
萬金
音 時間
主日早10:00
主日早9:3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10:00
中
證道
談宇中牧師
與山莊連線
鄭資昌弟兄
黃嘉瑤姊妹
劉星宏傳道
心
崇
廿張
秀山
竹圍
永和
南勢角
拜 崇拜
主日早8:30、10:3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9:30
主日早9:30
時間
證道 方銀鈴傳道
姚芝芬傳道
王明恩傳道
趙齊實牧師
許珍秀傳道

崇拜
時間
證道

三樹

板城

五股

淡水

大坪林

主日早8:30、10:30

主日早8:30、10:30

主日早10:00

主日早10:30

主日早10:30

文茂浩牧師

黃聖堯牧師

林育伶傳道

陳逸文執事

呂榮生牧師

全教會消息
1.跨年禱告會於12/31(四)晚間9:00∼12:30在靈糧山莊會堂舉行，8:45開放入
場，主題是「新的異象•新的方向」。由區永亮牧師、謝宏忠院長分享信息，
歡迎兄姊一同前來領受更新與突破的恩膏，並請為此守望。本月之牧區禱告會
併入跨年禱告會。
2.茲因會計年度結帳作業處理的需要，特別通知兄姊們關於104年度奉獻結算
的截止日期，敬請注意以下奉獻收據的計算歸屬年度。謹針對奉獻方式的不
同，截止收件日如下列：(1)認同卡奉獻：12/20主日。(2)代轉奉獻：12/13
主日。(3)即期支票、現金奉獻：12/27主日。(4)於12/28∼12/31為本堂的
奉獻，敬請以下列方式為之：1.匯款:華南銀行/和平分行 帳號：
121200099434 戶名：台北靈糧堂。2.現金:請於12/28∼12/31中午以前投入
宣教大樓1樓奉獻箱。若超過以上所列的方式/日期，將計入105年度的奉獻
收據。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若有任何疑義，敬請於週一至週五下午
2:00∼5:30電洽23623022分機8626，財務部奉獻管理組廖姊妹樂意為您解
釋。

執事會
1.105年1月聖工聯席會於1/9(六)上午9:30於宣教大樓六樓會議室舉行。敬請
牧長與常務執事準時參加。若需請假，請與蔡姊妹連絡：02-2362-3022分機
8121。
2.第九屆第二次大執事會亦將於1/9(六)下午12:10在宣教大樓十三樓舉行。還
請執事們準時參加。若需請假，請與蔡姊妹連絡：2362-3022分機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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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處
裝備牧養

■2015/12月∼2016/6月主日基礎裝備課程
課程【授課老師】

日期

生命探索系列(一)
主日慕道班【教牧團隊】

1/10∼31、2/21
4/24∼5/1、5/15∼29
12/13∼1/10
1/24∼31、2/21、3/6∼13
5/22∼6/5、6/19∼26

生命探索系列(二)
初信造就【教牧團隊】
生命探索系列(三)
主日長大成熟【教牧團隊】

時間

地點

10:00∼11:30

山莊219教室
宣教701教室

11:50∼13:30

宣教10樓副堂

3/6∼27、4/10∼17

10:00∼11:30

3/20∼27、4/10∼5/1

11:50∼13:30

4/24、5/1、5/15∼6/5、19、26

10:00∼11:30

山莊219教室
宣教10樓副堂
宣教10樓副堂
山莊120教室
宣教10樓副堂

■2016/1∼6月週間裝備課程
課程【授課老師】

日期

生命探索系列(一)週間慕道班【教牧團隊】
生命探索系列(二)初信造就【教牧團隊】
生命探索系列(三)長大成熟班【教牧團隊】

3/1∼29

9:30∼11:30 宣教10樓副堂

時間

地點

4/26∼5/31

9:30∼11:30 宣教10樓副堂

4/26∼6/14

9:30∼11:30 宣教13樓副堂

※以上生命探索系列基本裝備課程循環開課，可現場報名，無須另加服務成本。

新婚教室「姻親關係」(報名截止：1/19(二))
日期
講員

夫妻事奉團隊

1/24(日)下午2:00∼8:00
地點

宣教大樓4樓會堂

※對象：新婚兩年內的夫妻，限額30對，每對300元(含晚餐與點心、課程講義)。課程簡
介：教導如何與配偶的家人良好互動，設立健康的界線，規劃經營出美好的姻親關係，
打造幸福的婚姻！報名請洽家庭事工中心(02)2362-3022分機8211。

兒少牧區
§【小撒招生說明會】小撒母耳禱告訓練中心第46期招生說明會將於105年
1/16(六)下午2點，於和平宣教大樓3樓舉行，申請就讀資格為3-6歲孩童，父母
至少一方為受洗且穩定聚會之基督徒，具教會牧長推薦函且願配合本訓練中心培
訓目標及規定者。歡迎有興趣的會友上網報名招生說明會，如有疑問，請洽
6630-3022#8270李姊妹。
青年牧區
§【2016天國文化特會】2/16∼2/18在高雄巨蛋舉辦天國文化特會，邀請美國伯特
利教會比爾·強生牧師、Gateway教會羅伯特·莫里斯主任牧師、台北真道教會
廖文華牧師、周神助牧師及周巽光牧師擔任講員。渴望透過特會讓天國文化全面
臨到，幫助弟兄姊妹活出蒙福的生命、婚姻與家庭，建造擁有轉化影響力的教
會。1/28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繳費，費用為1,700元。牧者及神學生不分階段
皆為800元。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請見網站：www.asiaforjesus.n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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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中心
§1/3(日)主日招待：靈糧山莊早崇拜/東南區；宣教大樓晚崇拜/東西中區。
輔導中心
§提供身心靈的個別協談服務，需付費，採預約制。請本人親自來電預約：23692578(請務必留言)。
板城靈糧福音中心
1.1/10下午將舉行兩個領袖班、三個成長班共62學員的聯合結業式，求主恩膏並雕
塑每位學員成為神國度的精兵。1/17將舉行新人主日，願主賜福五個外展小組所
認領邀約的所有新人，都能領受豐盛主恩。
2.1/24晚上在土城海霸王舉行服事同工的年終感恩聚餐，數算主恩典，席開6桌，求
主賜下美好連結。
三樹靈糧福音中心
1.求主賜下跨年禱告會的信息，親自對三樹說話，帶領全教會跨入新年新方向，領
受新祝福。
2.為陳君慈傳道骨髓移植順利成功禱告。2016/1/4進住無菌的移植室。然後接下來
會有幾天的高劑量化療，求主恩待化療副作用和移植排斥減到最低，移植的幹細
胞能強壯健康的開始造血。
五股靈糧福音中心
1.為學生工作及社區的開拓，求主除去傳統信仰的攔阻及背祖的壓力；興起並點燃
教會的禱告祭壇，能在五股這地爭戰得勝，帶下更深的屬靈突破。
2.明年目標之一是「全家得救、全家事奉」，求主福音的大能在弟兄姊妹家庭動
工，讓全家都能得著救恩，一起來服事神。
3.為教會牧養能更加落實，服事同工團隊能有更緊密的凝聚力，更多學習彼此相
愛，在真實的合一中一同建造教會。
竹圍靈糧福音中心
1.教會開始為屬靈名單認領禱告，盼傳福音的火熱在每個人裡面。
2.代禱：聖誕月來的新朋友能夠經歷上帝的愛和救恩，並透過小組長關懷能慢慢進
入到教會。
淡水靈糧福音中心
1.為12/19兒童big day及12/20社青成人主日big的新朋友禱告，求神使他們能認識
神。
2.12/18(五)開始新的學生崇拜，求神興起更多同工與領袖。
東石靈糧福音中心
1.為教會的命定：(1)東石開拓基地：求神保守對準神滿足偏鄉農漁生產者的福音
工作，有得地為業的祝福，能買地、買房，並在健康中不斷拓展。(2)宣教植堂太
保縣府特區：求神保守東石宣教向左向右開展，在西海岸建立穩固的宣教支持基
地。
2.為新住民禱告：求主興起工人收割莊稼，賜智慧與次序成全新住民，使每個新住
靈糧週刊18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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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家庭都被保護，家庭功能恢復，求主賜渴慕主的靈，帶領每個新住民家庭來
到主的面前，全家歸主。

澎湖靈糧福音中心
1.求主賜下更新的異象與恩膏，帶領澎湖靈糧福音中心在2016年進入神的心意與應
許中，領受福音豐收，收割分植。
2.求主興起弟兄姊妹，委身教會、小組，穩定靈修，並積極參與裝備課程，一起加
入各項事工的服事行列；更在家庭、職場有基督生命的影響力。
益人學苑
1.宣教大樓12月份(寒假班)招生：【週一】弦樂班、書法班、日文進階班、卡拉
OK班、姿勢矯正班。【週二】日文初階、看電影學英文II。【週三】陶笛初學
班、電子琴彈唱班、日語卡拉OK班。【週四】有氧拉伸操班中午優惠班、樂活
舞蹈健康操、英文歌唱班。【週五】讚美操、西班牙佛朗明哥舞(初級)、生活
美語、日文中級。
2.大安區新龍里課程12月份(寒假班)招生：【週一】烏克麗麗初階班、舒活邂逅香
草。【週二】手工精油香皂、日文初級、國樂班。【週三】二胡基礎班、樂活有
氧拉伸操、家庭園藝。【週四】欣賞書法之美、養生食品。【週五】粉彩油畫
班、咖啡生活、讚美操、時尚玩美造型。以上報名洽:益人學苑:2362-3022分機
8525余姊妹，詳情請上益人學苑網站查詢http://gvcschool.llc.org.tw/school_
info.php?fID=1230。

社會關懷處
1.【債務關懷諮詢專線】2369-5520，針對無擔保債務，協助轉介政府設立之法律
扶助基金會，透過司法途徑解決債務問題。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7:30。
2.【大安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服務時間：每週二下午
2:00∼4:00，採預約制，每次30分鐘。預約電話：2700-7885。內容：婚姻家庭相
關法律議題。地點：台北市延吉街246巷10號5樓。

事業處
1.大家一起為國家守望：《30天禱告手冊：轉化政治》歡迎至靈糧書房洽購；分堂
訂購，請洽台北靈糧堂事業處：02-2362-3022分機8452∼8456。
2.葉光明牧師著作《作光作鹽》，年度最佳信徒靈命再造叢書，每本8折優惠。牧
師之子/職場達人見證書《神提案》，跟史上最強提案高手耶穌學習，新書79折優
惠熱購中。以上活動歡迎至靈糧書房洽購。
3.【慶祝聖誕節活動】靈糧書房11/28∼12/27書籍影音禮品全面85折(黃標特價品
除外)，五餅二魚購買2件相同產品享85折優惠(黃標特價品除外)，咖啡第二杯半
價！只要消費，加購100元即可享有聖誕平安袋一只和梅媽媽著作《在他腳前》一
本(原價400元)。歡迎蒞臨選購！

愛鄰協會
§【愛心碼行動！2047愛鄰社區】邀請您一起參與愛心公益行動，步驟：至超商消
費時說「捐發票2047(愛鄰社區諧音)」。自2015年1月至10月，愛心發票的中獎金
額為7200元。鼓勵您順口捐發票，和我們一起愛心碼行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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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領袖學院
1.【藝術媒體學院2016春季班招生】3D動畫國際認證課程，即日起前五名完成報名
獨享學費減免1萬元。新課：跨文化戲劇宣教課程將跨國宣教演出。3D建模與應用
套裝課程，特優惠報名費，請參官網，或電洽7733-7722分機6593/6592。
2.【主羊作伙來吃飯──職場基督徒午間餐會】職場轉化學院
邀請台北矽谷的職場基督徒，2016年1/21(四)中午
12:30∼13:30於靈糧國度領袖學院3號教室一同參加午間餐
會，歡迎您或邀請在附近工作的兄姊參加。報名可洽
marketplace@llc.org.tw(7733-7722分機6421)，或掃描
QRcode線上報名。當天備免費午餐，請由台北矽谷4樓207號
門進入。

媒體中心
§因應山莊及宣教大樓主日崇拜錄影及轉播的需求，媒體中心徵招攝影及單行字幕
播放志工數名，凡喜愛攝影、願接受訓練者，每個月排1∼2週服事，無需經驗皆
可報名。連絡人馬弟兄2362-3022轉8431。Email:maa@llc.org.tw。
空中禮拜堂

媒體中心節目製作組——本週好消息頻道播出節目內容
12/30(三)下午10:00
回轉是一個蒙福的關鍵/區永亮牧師
二台

感恩與奉獻

12/31(四)5:00、13:00、17:00重播

(台北靈糧堂12月13日)

1.感恩奉獻：徐、俞、鄭、翁、劉、林、黃、潘、吳、張、沈、方、蘇、葉、周、
陳、王、胡、高、李、曾、呂、孫、湯、夏、宋、韓、洪、盧、彭、簡、侯、江、
朱、楊、游、駱、梁、馮、錢、賴、萬、郭、鄧、吳、余、張、陳廖、黃王、楊
桂、楊、興格、西村、S.W為神豐富的恩典感恩。
2.代轉奉獻：好消息電視台十九份。佳音電台十二份。喜樂家族五份。天使心、國
度復興報各三份。中信月刊、台南靈糧堂/神學院、救助協會、蒲公英月刊、蘇
澳芥菜種各兩份。國度豐收協會、愛鄰協會、山地育幼院、恆基、救恩之聲雲彩
飛揚；高雄約珥、蘭陽靈糧堂各一份。

徵召神國精兵——就是你！
1.【國度領袖學院/職場轉化學院】企業領袖班2016年第五屆開始招生。對象：企業
的高階主管。凡受洗一年，職場經驗10年以上，任職場高階者(包括CEO與企業主)；
經區牧長推薦，備自傳一份，經審查通過。報名截止日：2016/1/5。資料索取請洽
(02)7733-7722分機6421黃姊妹，或email:marketplace@llc.org.tw。
2.【藝術媒體學院】2016春季招生：(1)3D動畫國際認證課程，結業後直接保送紐西
蘭E D E N Z學院。(2)跨文化戲劇宣教課程。對象:具英文能力。2月開學、5月由D r.
Arnett帶領排練、10月至溫哥華宣教演出。(3)MOCC專業能力整合性認證(含秘書人
員電腦技能、文書處理)18週36堂2500元。(4)3D空間魔法師、Google SketchUp Pro
認證，適合舞台道具組、多媒體組、室內設計、裝潢、商業空間、展場設計者上課，
更多訊息及報名請至官網http://www.artist-act.com或電洽7733-7722*6593/6592。
3.【神學院圖書館】徵圖書館員：一週總工作時數40小時，日班0800-1530、晚班
1430-2130，詳細時段面議。資格:大學以上，圖書資訊學系所畢，具圖書館服務相
靈糧週刊18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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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驗、基督教學科背景者尤佳，具基本英文閱讀能力。重生受洗的基督徒,有穩定
的教會小組事奉生活。具電子資源、文書(Word、Excel、Powerpoint)處理能力。穩
健細心、溝通能力佳、認真負責，需配合上晚班，樂意與人合作並重視團隊精神。
請將履歷、自傳(含服事經歷)、得救見證，牧者推薦函一份尤佳，最高學歷畢業證
書影本，寄至mika@llc.org.tw，或聯絡劉姊妹(02)7733-7722分機6407/6440。
4.【愛鄰協會總會】徵廣宣企劃：大學畢業，認同本會核心價值，喜與人接觸，對弱
勢族群有負擔，活動專案設計/行銷，能配合團隊運作。工作內容：全台及海外愛鄰
協會/基金會之品牌行銷，實體、網路活動規劃與執行、募款計劃與執行。相關工作
經驗至少2年以上。請將履歷、自傳(含照)、畢業證書及相關證照影本m a i l至
shiphrah@llc.org.tw，牧者推薦函並連同履歷表寄至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11樓
愛鄰協會收，註明應徵廣宣企劃。
5.【益人學苑】徵各科才藝、生活技能、語言、烘焙、歌唱、導遊、手機入門的老
師：意者請備簡歷及牧者推薦信，mail到school@llc.org.tw益人學苑吳姊妹收，電
話:6630-3022分機8790。
6.【社會關懷處長者服務部】徵大安區獨居長者午、晚餐送餐志工：需自備機車，週
一至週六11:00∼13:00(週六中午隔月輪班)，晚餐為週一至週五下午4:30∼6:30，
領取餐盒送至長者家中、問安、物資發送。每趟補助交通費230元，另補貼油資、辦
理團保，詳洽2362-3022分機8716。
7.【事工管理處】徵人資主管：1.大專畢，2.五年以上相關人力資源管理經驗 (人事
制度、薪酬、教育訓練…等)，3.在台北靈糧堂聚會者尤佳。意者請將履歷自傳、牧
者推薦函email至diana@llc.org.tw萬姊妹收。徵水電工務：高中(職)以上畢業，機
電相關科系。有水電執照、電力保養技術佳。有空調、水電、消防相關經驗者。盡
責，樂於團隊事奉、成熟穩重。意者請洽：E-m a i l：j a c k@l l c.o r g.t w，0936914957行政部黃主任。【宣教大樓】徵管理員：負責大樓門禁維安工作，需輪日夜
班。每班工作12小時，工作四天輪休2天。55歲以下，重生得救基督徒，意者請洽：
2362-3022分機8609，0936-914957黃主任。
8.【兒少牧區暨小撒母耳禱告訓練中心】徵行政人員/教育人員：基督徒、有穩定的
教會事奉生活三年以上，工作經驗三年以上，清楚全職服事者。熟電腦軟體Word、
Excel、Powerpoint/英文讀說能力。大學以上學歷，符合以下科系尤佳：教育相關
科系/社工系/國貿/企管/資訊/設計群相關領域/行銷/神學院。意者請將履歷表及自
傳、得救及服事見證、推薦人兩名(其中一位需為牧者)、近三個月內之一般體檢證
明、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個人專業領域認證文件影本寄至「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
號3樓」兒少牧區收，Email:apac@llc.org.tw。電話：2362-3022分機8262、8259。
9.木柵靈糧堂徵會計：基督徒，穩定主崇、小組，主日可部分時段上班者，大專院校
相關科系畢業，有實務內帳及會計軟體經驗者尤佳。請洽蔡傳道：2936-9996。
10.天母豐盛靈糧堂徵行政同工：(1)熟悉電腦作業系統、文書處理軟體。(2)願意委
身於天母豐盛靈糧堂的兄姊。請將履歷寄到信箱:fbllc@hotmail.com.tw，或撥打電
話聯繫陳師母，電話:02-28712211，手機:0937-203203。

佳音電台
1.電台天線因風災受損，收聽訊號不佳。求神保守維修工程順利，儘快恢復正常發
射功能。
2.電台現正進行年終募款，求神供應電台一切經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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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
§為海內外眾分堂聖誕季期間各樣佈道會與福音活動，充滿神的同在與恩典感
恩，願神紀念參與兄姊的擺上，也祝福後續新人的跟進與關懷，盼神將得救的
人多多加給祂的教會。

◆大台北地區
□基隆靈糧堂

周學仁牧師

§為基隆市眾教會合力承接市府聖誕季花
燈及節慶活動感恩。

□瑞芳靈糧堂

林瑞敏牧師

§為福隆服務站的服事繼續仰望神的帶
領，求神祝福所服事的每一位，都被神
觸摸，回轉歸向神。

□平溪靈糧堂

鄺志輝傳道

§為兒少事工能找到合適的同工及樂活長
輩與幼兒在冬天有健康的身體代禱；為
教會的慕道友、十分辦事處所接觸的人
群代禱，求神觸摸他們，成為堅定跟隨
神的人。

□南港靈糧堂

張樹棣牧師

□榮耀城靈糧堂

黃福國牧師

§為12月校園、聖誕佈道會上千人聽見福
音感恩，也祝福新人跟進與慕道友真理
裝備，盼他們經歷神的愛，願委身成為
門徒，為主而活。

□天母靈糧堂

施養群牧師

§為第二堂聚會滿有聖靈的帶領，更多人
找到神代禱，也紀念參與兩堂服事的同
工們，有喜樂的心和從神來的力量，在
服事中領受更深的平安、愛和喜樂。

□天母豐盛靈糧堂

陳建正牧師

§求主預備一位合適的行政同工，並願意
委身教會的聚會。

□新店活水泉靈糧堂

陳天建牧師

§為參加聖誕節慶的慕道友後續跟進代
禱，盼他們皆能認識神，並經歷屬天的
平安。

§為教會明年各樣事工規劃守望禱告，願
神的靈更多充滿教會。

□新城靈糧堂

§為明年教會整體的培育系統進行，能興
起更多門徒齊心牧養禱告。

王政弘牧師

§為籌備明年生命更新營禱告，願每位與
會者都有領受，並參加接下來的裝備課
程；為核心同工會討論明年度活動禱
告，求神賜智慧也讓福音開展。

□恩雨靈糧堂

邱川隆牧師

§為弟兄們守望，願主恩雨澆灌在弟兄們
身上，聖靈充滿，被主愛激勵，宣告弟
兄們興起，家庭教會職場皆有神國度的
盼望。

□淡水靈糧堂

張俊英弟兄

§求神使用「小組訓練」中渴慕的兄姊，
願意委身小組，成為神合用的工人。

□士林靈糧堂

劉群茂牧師

§為成人牧區調整禱告，求主帶來更完整
的弟兄、姊妹和夫妻小組，以及強大的
外展開拓能力等，也為傳福音一領一，
達成一千人受洗的目標禱告。

□木柵靈糧堂

□蘆洲靈糧堂

戴志強牧師

徐惠真牧師

§為十二月聖誕主日佈道及各項福音行動
滿有主同在感恩，盼收割的莊稼皆能進
入主的倉裡，也祝福在六所學校耶穌生
日會中所接觸的師生能渴慕認識神，進
到教會。。

□輔仁靈糧堂

杜瑋苓牧師

§為參加聖誕節佈道的慕道友禱告，願他
們經歷被醫治、被釋放後，，得著自由
與喜樂，全然歸向耶穌基督。

□樹林靈糧堂

楊錫炯牧師

§為12/20「聖誕迴旋曲」聖誕慶祝會聖
靈的工作感恩，求神賜福所有參加的慕
道友能繼續來教會認識神。

歡迎透過台北靈糧堂全球資訊網，查詢國內外各分堂相關訊息及通訊錄。http://www.llc.org.tw/
靈糧週刊18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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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帶來轉化
◎區永亮牧師

一、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
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20∼21)
蒙神所用的教會，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自潔。器皿若能被使用，前提是它
必須是潔淨的。所以我們要為自己的不足和沾染的污穢，在主的面前存心自
潔。但事實上，就連「潔淨」也不是我們能夠做的。
所謂「自潔」的意思是：我們要自願的、甘心樂意的被神潔淨，如此才
能被神使用。在原文中，「自潔(Purge)」是煉淨的意思。所以自潔不只是指
罪的清潔，包括我們生命裡的雜質也要煉淨。
有一位傳道人說：主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但是神的潔淨更是要除
去我們生命中屬肉體的雜質，也就是會攔阻我們被神使用的某些事物。那些不
一定是罪，可能只是某種嗜好，但卻可能攔阻我們服事主。當我們在神面前自
潔，我們的服事就會大大的被提升，從一個平凡的器皿，成為神手中專用的器
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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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靈與火的洗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祂解
鞋帶也不配。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路三16)當說到聖靈的工作像火
一樣，有兩樣事情會發生：第一是煉淨我們，第二是給我們服事的力量。而聖
靈作這樣的工作，是為了讓我們能與主面對面，並讓聖潔公義的主住在我們裡
面。
主耶穌藉著聖靈為我們施洗，是主耶穌要我們與祂認同(identify)、能夠
更像祂。當基督住在我們裡面，我們才能夠宣告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三、希西家王的復興(代下廿九∼卅一1)
神賜福希西家王，透過他帶來國家的穩定和復興。迎接2015年轉化來臨之
際，希西家王的所行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
1.重修聖殿
希西家王首先做的，就是重修聖殿。「元年正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
新修理。」(代下廿九3)
2.恢復敬拜體系(代下廿九)、守逾越節(代下三十)
「希西家差遣人去見以色列和猶大眾人，又寫信給以法蓮和瑪拿西人，叫
他們到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殿，向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節。……正月
間他們不能守；因為自潔的祭司尚不敷用，百姓也沒有聚集在耶路撒冷」。希
西家王認為即使延期也一定要守逾越節；並且「王與全會眾都以這事為善。」
所以「二月，有許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為大會，要守除酵節。」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樂，守除酵節七日。……全會眾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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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守節七日；於是歡歡喜喜地又守節七日。」當徹底自潔後，所帶出的是極
大的喜樂：「這樣，在耶路撒冷大有喜樂，自從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時
候，在耶路撒冷沒有這樣的喜樂。那時，祭司、利未人起來，為民祝福。他們
的聲音蒙上帝垂聽，他們的禱告達到天上的聖所。」並且神與他們同在、垂聽
他們的禱告。
3.帶出的結果(代下卅一1)
「這事既都完畢，在那裡的以色列眾人就到猶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斷
木偶，又在猶大、便雅憫、以法蓮、瑪拿西遍地將邱壇和祭壇拆毀淨盡。於是
以色列眾人各回各城，各歸各地。」自潔帶出的結果，不只是耶路撒冷城極大
的喜樂，更帶出土地的潔淨。
教會的自潔，並不是舉辦什麼儀式，而是弟兄姊妹帶著祝福和見證，在生
活和職場中產生極大的復興和轉化，帶出城市的潔淨。這是每個基督徒必須要
做的，並且必定會帶來極大的果效。
(本文轉載自2015靈糧季刊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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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愛與關懷的平台
──「Kids-Care館育兒友善園」
◎彭嬿媚
透過愛鄰協會與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合作，和來自各方的資源與人力的支持
下，今年四月KC館育兒友善園正式開館，營運到今已接待超過9,000人次的0到6歲
的小小孩及家長、長輩等。看到進入館內的幼兒安心的跟著友善園的老師或志工
一起遊戲，或享受親子間共讀、共玩的時光，溫暖的氣氛在館內流動，深深地向
神獻上讚美和感恩。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KC館育兒友善園設立的初衷，為的是要回應耶穌對孩子的愛。以單純
的心接待和關懷社區鄰里的小小孩及照顧者，福音就一點一滴進入人們心中。
愛與關懷是KC館育兒友善園的核心價值，所要傳遞的是家庭和教養的真理！
因此，我們提供的是一個讓嬰幼兒探索、發展、人際互動的空間，同時也是讓家
長和照顧者互動、支持的平台。一方面舒緩育兒的壓力，另一方面成為家長教養
上的幫助，並協助親子關係及身心健康的發展。按著幼兒身心發展的需要，KC館
在軟硬體設施上，包含：
•安全的空間規劃：提供舒適安全、整潔明亮的環境。
•友善的環境設施：設置哺乳室、寶寶專用尿布台，以及幼兒專用廁所。
•主題式教具與繪本：幫助幼兒自由探索，並鼓勵親子共讀。
•多樣的館內活動：彈性安排不同的館內親子活動，包括繪本分享、小孩愛
地球、親子創意手作、親子廚房、小小藝術家、小小韻動家等；藉此提供視覺、
觸覺、聽覺及藝術、音樂、律動等多感體驗，為孩子人際互動的成長帶來助益。
•愛與關懷平台：將邀請在家庭與教養、情緒健康、育兒照護等專業人士擔
任志工、講師，在愛與關懷中建立關係，傳遞家庭和教養的真理。
•社區連結：未來期待更多走入社區。無論是KC館所在的社區鄰里或是幼兒
園的節慶活動，或是「大安有愛」社區園遊會，興隆公營住宅社區的感恩節慶活
動……等，都希望有機會連結，讓KC館成為社區的幫助與好鄰居。
當前不論是館內環境維護、接待、或是帶領親子、外展活動等，都非常需要
志工加入！邀請弟兄姊妹將KC館育兒友善園納入2016年度志工服
務的計畫，一起加油、用愛與關懷，接待神的孩子！
(作者為家庭事工中心行政企劃)
看最新消息，請加入FB：https://www.facebook.com/llckidscare
詳情請洽：家庭事工中心 family@ll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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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園地

我雖軟弱主剛強
◎區黃明輝

我十月下旬由台返美小住，體貼的小女兒佳在冰箱裝滿了我愛吃的食物；她
「辦貨」認真，一回家小行李箱就裝滿了要帶回台的物品。孝順的她替我買了一
台27吋的大電腦，取名「媽咪的電腦」，讓我讀、送電子郵件更加方便。
不久後十一月初，丈夫在第一個主日講完道後也回美，以前回美只小住兩
週，因要辦事就多留兩週；同樣地冰箱裡也滿是佳買給爹地的食物。半歲的外孫
女Iris喜歡公公、婆婆抱她，在毯子上表演連續側滾……。
丈夫回美後，我們與牧者、友人有不同的相聚，多年在主裡的友誼，不受時
空的阻隔，每次見面暢談神國度的事，心中更加火熱。丈夫在兩個分堂講道，佳
開車載我們去，還很用心聽爹地講道，聽完還會鼓勵爹地。
他在第二個分堂講完道的次日，我們去一位牧者家用餐，鮮嫩的牛排、羊
排，美味的鮑魚……丈夫吃得不多。次日週二深夜、週三凌晨(照以往是他在飛機
上的時間，以他能忍的個性，就是不舒服也硬撐著上飛機)，他突然發病，高燒、
全身發抖、牙齒打顫、血糖高……，不能走路，佳打911，救護人員立刻就到，救
護車將他送到醫院(感謝神，我們一直有美國的健康保險)。
在急診室，丈夫的血壓一度過低，我奉主名舉手禱告，佳也迫切禱告(她自幼
與我一塊在睡前禱告，現在仍如此)，奇妙地蒙神保守、奇妙地血壓恢復正常，週
三下午住進普通病房。丈夫體弱，直到週五傍晚好轉(我想到大能的天使被攔住三
日，才幫助但以理)。丈夫說(異象中)他三次與龍打鬥，第一次將牠從頭向下砍成
兩半，第二次一段一段砍，最後又來、聖靈的火將牠燒死，主耶穌基 督在十架上
已全然得勝，哈利路亞！危險期已過，沒有驚動台北的同工，只有兩家人知道，
因為要取消與他們的相聚。
丈夫在醫院待了五天四夜，我與佳兩個特別護士衣不解帶、日夜守候(佳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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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爹地)，我們一天只吃一餐，夜裡她睡沙發椅，我睡沙發床。一位護士見佳的
孝心，說真希望有一個女兒(她有一個兒子)，一位員工說我們是否學過護理……。
大女兒住的遠，工作又忙，仍數次到醫院探望(女婿及Iris在停車場等候，我足不
出室，只有數次下樓看他們)。兩個女兒流淚呼求，神垂聽她們帶淚的禱告。
丈夫生病，我好難過，什麼也不想做、也不想吃，單單來到神面前，祂的
話、祂的靈幫助我。其中的經文包括火煉的試驗，正是丈夫返台第一個主日信息的
經文。那時想到多年來為我們忠心守望的代禱者，多麼感恩。丈夫漸漸康復，心中
感恩，為每一個健康的日子感謝。丈夫回台次日帶6-8班，我在網路含淚、聽他分
享。經過這次事件，生命更被煉淨，心更柔軟、謙卑，老我更破碎，更盼望主榮耀
的再來，對世事更放下……。
他出院次週的感恩節，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全家的團聚，感謝主多了寶貴
的家人(女婿、小外孫女及女婿的爸媽)，小Iris在餐館見人多，好興奮，不停地
「啊、啊、哦、哦」地引吭高歌，太有趣了！
這次回來感到好累，卻靈裡喜樂。次日腸胃脹氣，不能彎腰，蒙神奇妙醫
治；又過一日在婦女聖工會講「點燃禱告的火」，聖靈大大澆灌，神在我們敵人面
前，為我們擺設筵席，有敵人就享受筵席，哈利路亞！讚美就喜樂，喜樂就有力，
有力就得勝，哈利路亞！
主的恩典夠我們用，祂的能力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們軟弱主剛強，
我們誇我們的軟弱，主的能力就覆庇我們。晨禱6-8班有恩膏的詩歌：「以馬內
利，神所應許的同在……，以馬內利，我要仰望，軟弱時更得著剛強。」這是我及
多人的經歷。無論我們遭遇何事，祂永遠掌權，永遠信實、公義，在永恆中我要不
住讚美，哈利路亞！
(作者為師母，其夫婿為區永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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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筆記

願

的國降臨

講員：周神助牧師等
經文：馬太福音五章13∼16節，六章9∼10節

一、世上的鹽，世上的光

二、家庭兵家必爭之地

16

靈糧週刊1867期

主日信息筆記
日期：12/27/2015

三、健康的政教關係

四、不能震動的國在你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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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聲明

本堂面對選舉的基本立場聲明
因著選舉將屆，基督徒參與選舉的討論日增，其中亦有涉及本堂的
言論，為避免造成誤會，經聖工聯席會討論決議，謹作以下基本立場的
說明：
◎本堂尊重個別基督徒的抉擇：不論是以成為候選人的方式或是由一群
基督徒以組成政黨的方式來參與政治為民服務，只要其參與動機，設
立宗旨及實際行為符合聖經真理的教導與價值觀，基於教會應帶動社
會轉化，並維繫教會合一與肢體相顧的原則，皆予以尊重並樂見其
成。但本堂不會直接以教會名義參與任何政黨及選舉的活動。
◎教會兄姊們對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也應當彼此尊重與接納，活出主內合
一與彼此相愛的見證。
◎本堂鼓勵所有從政的基督徒活出所信，在職場作鹽、作光，遵行基督
信仰，並以聖經的價值觀來匡正社會，帶出正面的影響力。
◎本堂尊重每位兄姊以自由意志所投下的每一張選票。但本堂籲請兄姊
們尊主為大，以聖經的真理來檢視各政黨與候選人的品德、理念與政
見，符合聖經核心價值的候選人及政黨才是值得支持的對象。
◎本堂支持法治，盼在現行體制內透過正常管道與機制，和平理性地解
決各種的爭議。本堂不贊成任何非法、非理性、破壞社會秩序的偏激
或暴力行為。本堂接受經由合法選舉所產生的結果。
◎本堂為所有的候選人禱告。特別為那些我們所了解的基督徒候選人代
禱，無論他們所屬的政黨為何。我們也為選舉過程中的公平公義與平
安順利守望禱告，將選舉的結果交託給上帝。
◎近來一群熱心基督徒發起「信心希望聯盟」，揭櫫以聖經的教導與價
值觀來參與政治，期待獲得選民的支持進入立法院，藉由立法的機制
來提升與轉化社會及國家。本堂給予尊重並樂見其成，也籲請兄姊們
在為各政黨禱告時，特別為這個屬上帝兒女所發起的政黨代禱：能夠
始終持守信念、發揮正面的影響力；該黨提名的候選人也都能秉持聖
經的核心價值來投身政治。盼望兄姊們在投政黨票時，能以禱告的心
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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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資訊

福音中心連絡資訊
●五股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237-10號1樓
●信義靈糧福音中心
電話：(02)2291-0336
地址：台北市松隆路102號7樓
社區型福音中心
電話：(02)2763-3237
●南信義靈糧福音中心
●松山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401弄50號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180號2樓
電話：(02)8789-1035
電話：(02)2578-0277
●大同靈糧福音中心
●松江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台北市承德路三段93號
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2段146號2樓
電話：(02)2585-0941
電話：(02)2517-1835
●竹圍靈糧福音中心
●內湖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31號B1
地址：台北市成功路三段174巷15號1樓
電話：(02)2808-6970
電話：(02)2794-2656
●淡水靈糧福音中心
●中山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76-2號2、3樓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2段139號B1
電話：(02)2621-1953
電話：(02)2516-6436
基層福音中心
●中正靈糧福音中心
●興隆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台北市館前路36號7樓
地址：台北市興隆路4段111號B1
電話：(02)2311-0316
電話：(02)2234-7450
●萬華靈糧福音中心
●象山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台北市桂林路31號
地址：台北市林口街80巷37號1F
電話：(02)2311-3300
電話：(02)2759-9275
●雙園靈糧福音中心
●古亭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台北市西園路二段362號4F
地址：台北市三元街204號
電話：(02)2307-7700
電話：(02)2339-6540
●大坪林靈糧福音中心
●萬金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4樓
地址：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75號
電話：(02)2218-0939
電話：(02)2408-2636
●永和靈糧福音中心
●深坑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75號B1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22號
電話：(02)8923-9866
電話：(02)2664-1637
●南勢角靈糧福音中心
●廿張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42號5樓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64號2樓
電話：(02)2943-7811
電話：(02)2911-7127
●板城靈糧福音中心
●秀山靈糧福音中心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2段62號2樓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自強路42號
電話：(02)2264-9191
電話：(02)8668-0175
●三樹靈糧福音中心
註：服務業崇拜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476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4樓禱告殿
電話：(02)3501-9707
電話：(02)2362-3022分機8850
地區型福音中心

發行人：曾國生
發行所：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台北靈糧堂
承印：平面藝術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18746405
戶名：台北靈糧堂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第二三一三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五七○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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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靈糧堂牧區一覽表
牧 區

範 圍

新朋友連絡(分機)

大安東區／廖承增＃8542
大安西區／黃瓊玉＃8544
信義／陳永正2763-3237
大安、信義
中正／章柏齡＃8552
中正、大同、萬華
萬華、三重／游澤民2311-3300
東西中區
三重、蘆洲、新莊
大同／羅慶聖2585-0941
泰山、五股、三峽
板橋、土城／黃聖堯2264-9191
三峽／陳君慈3501-9707
五股／林育伶2291-0336
中山、士林、北投／陳雅莉、吳黎生2517-1835
中山、士林、北投、松山 內湖、大直、汐止／曹小梅、王淑卿2794-2656
松山／甘慶雲、趙鳳雀2578-0277
大直、內湖、汐止
北 區
獨居長者、天使心
獨居長者／王淑卿2794-2656＃17
天使心／2718-1165
文山／楊年景6630-3022＃7892
周曼涓6630-3022＃7895
文山、南港
東南區
南港／王明能6630-3022＃7897
台語／薛聖聰＃8257
客家雙語／范正成2363-3011
台語、客家雙語、印尼語
印尼／禤美恩＃8236
英語、菲語
語言區
英語／張雅茹＃8870
喜樂家族
菲語／尤霞仁0917-894417
喜樂家族／蔡錫珠＃8254
黃琪玟＃8274
五十五歲以上年長者
香柏區
黃希平＃8244
國中、五專生、高中
青年區
文山區學生中心 2931-3953
高職、大專、社青
草莓俱樂部／林維宣＃8259
兒少區 幼童、兒童、少年、親子 成長學苑/音樂學苑／林維宣＃8259
亞太特會/協會／陳雅筑＃8265

一般事務連絡(分機)

黃瓊玉＃8544

林蓮欣 2794-2656

沈文昌＃7891

杜佳雯＃8252
吳美萍＃8232

郭姿吟＃8277
黃希平＃8244
李怡佩＃8241
林維宣＃8259

台北靈糧堂 ( http://www.llc.org.tw )
●靈糧宣教大樓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
電話：(02)6630-3022、2362-3022#8100(總機) 傳真：(02)2366-0180
●靈糧山莊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84號 電話：(02)8931-5200 傳真：(02)8663-8862
●和平會堂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63號B1 電話：(02)6630-3022、2362-3022#8850、8852
■教會服務專線
●代禱留言語音信箱專線：(02)2362-3022#8119 ●靈修專線：國語(02)6630-3022#3#555
禱告中心傳真：(02)2363-2146
台語(02)6630-3022#3#456
●靈糧宣教大樓圖書館：(02)2362-3022#8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