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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上午10：00。在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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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2021年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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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主日信息】

講題：【禱告復興三】

講員：高國柱牧師

✓緬甸疫情還沒有完全過去政變

又來，但在阿爸天父的看顧保守

下，我們都平安。

✓緬甸疫情已慢慢好轉，疫情之

後，教會的主日崇拜和主日學，

採用網絡崇拜，這段時間因網絡

不穩定，所傳的視頻幾乎沒有人

打開看過，經傳道同工商量過後，

m
普世宣教

的特會、營會、主日或是裝備系
統，都能幫助弟兄姊妹更多認識
神而且經歷神，不可少的更是我
們個人的讀經禱告、每日靈修，
神給我們的應許正是飢渴慕義的
必得飽足，大大張口的就被充滿！

時間季節已經進入春天，南台
灣的高雄很快氣候就會越來越
熱，我們向著神的渴慕也要熱
情追求，快跑來跟隨主。三月
份神給教會有許多恩典，我們
有聖靈更新特會，也有培育系
統2021年的啟動，甚願每一次

s 下週主日3/21服事輪值表

會 前 禱 告 司 會 總 召 招 待 敬 拜 主 領

邵綺仙姊妹 邵綺仙姊妹 陳俊合弟兄 得力小組 謝貞貞姊妹

n 家中消息

歡迎掃描右方QR Code進入「高雄基督之家網路平台說
明網站」，訂閱相關網路媒體，同步應用媒體關注教會
主日崇拜、神大能復興禱告會、門徒培育課程、以及靈
修材料「每日親近神」。

教會
消息

決定不再錄製聚會視頻。

✓請為緬甸的政策禱告，如今要

亂成什麽樣的結果誰也不知道，

我們只有禱告求神可憐我們的國

家，願上帝在我們的國家掌權。

每天還是在各城有示威，為國家

社會安全禱告，願上帝保守，社

會早日穩定。

教育
部門

【成長班、門徒班提醒】
提醒報名成長班、門徒班

青崇
消息

【暑期學生營會】

2021年的青年暑期SHINE
營會來囉!!

時間：7/6二-7/9五

地點：遠東科技大學

資格：升國中~大專學生

即日起開始報名，報名費早鳥價

2000元，青崇學生每人補助1000

元。採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XLKGH1bkJExqegF

N8

的家人：
成長班一，上課 (星期四)
晚上7:00 – 9:00 。
成長班二，上課日期3/27 ( 星期六)
早上10:00 – 12:00 。
上課地點：一樓社區活動中心。
門徒班，上課日期 3/27 (星期六)
早上9:00 – 11:00 。
上課地點：教會五樓。

完成繳費即

為報名完成，

請向胡瑞琴

幹事繳費。

兒主
消息

【兒童創藝坊】
4/11撕擬世界及5/16綠色奇

蹟，邀請朋友的孩子，快來報名。

社區
消息

【雄愛母親節活動】

雄愛母親節閃亮特別單次
活動，預約報名繳費開始邀請未信

主的親朋好友來參加喔！木玫瑰閃

亮星空瓶，一個材料費六百元。共

有兩場，5/7（星期五）早上9:30-

11:30 ，晚上7:00-9:00 ，每場次限

額25人。3月底前預約報名及繳費

截止。請至雄愛在一起洽吳忠桓幹

事報名及繳費。

https://forms.gle/XLKGH1bkJExqegFN8


給新朋友的話

哈該書二章23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撒拉鐵的兒
子所羅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為
印，因我揀選了你。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m 信息大綱

代禱事項

時間 場地 特色 主責同工

主 日 崇 拜 週日 上午10:00 3樓

兒 童 主 日 學 週日 上午10:00 4樓 3-12歲兒童聚會 高安祺校長

青年主日崇拜 週六 下午14:00 4樓 12-20歲青年聚會 郭美儀傳道

禱 告 會
週二 上午07:00 1樓 晨禱會

週三 晚上19:00 1樓 神大能復興禱告會

成 人 小 組

週四 下午13:30 1樓玻璃屋
喜樂小組

喜樂幸福 老少咸宜
許玉芳師母

週四 晚上19:00 507教室
得魚小組

家庭聚會 溫馨熱情
許志豪弟兄

週四 晚上19:30 1樓玻璃屋
得人小組

愛得人心 互學成長
陳亦智弟兄

週五 晚上19:00 2樓教室
錦田一小組

老少咸宜 歡樂小組
邵綺仙姊妹

週五 晚上19:30 5樓副堂
錦田三小組

熱情暖心 青壯综合
施孟妗姊妹

週六 晚上19:00 507教室
尼希米一小組

努力熱血 滿有盼望
郭乃瑜姊妹

週日 下午12:00 507教室
尼希米二小組

職場 年輕 有活力
郭美儀傳道

週日 中午12:30 2樓教室
錦田四小組

信心 盼望 愛的小家
許玉芳師母

週日 中午12:30 5樓副堂
錦田五小組

青壯伉儷 合—委身
陳守生弟兄

週日 下午13:00 1樓玻璃屋
錦田二小組

親子夫妻 綜合小組
郭俊鋒弟兄

週日 下午13:00
4樓大衛二教

室
得力小組

家庭聚會 溫馨分享
陳亦智弟兄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20號 TEL：07-222-2736   FAX：07-222-8019i 聚會訊息

1. 為福音工作：
1)為2021年成長班與門徒班禱告。
2)為2021年雄愛在一起的春季活動禱告。
3)為兒主的活動以及青崇的活動禱告。

2. 為教會禱告：
1)為教會如明光照耀，成全聖徒禱告。
2)為教會能建造門徒，在聖經真理上扎根禱告。

3. 為肢體禱告：
1)為家人、朋友、職場同事信主禱告。
2)為肢體的身、心、靈保持健康禱告。

4. 為國度禱告：
1)為全球第二波的新型冠狀病毒，能
有效防治禱告。

2)為台灣能持續肺炎疫情穩定禱告。

p

d 奉獻帳號 帳戶名稱: 財團法人基督之家高雄教會
銀行名稱: 臺灣銀行(004) 城中分行
帳戶號碼: 045001009056

※ 請在通訊欄註明您的奉
獻用途，並註明您要奉
獻的項目：什一、建堂、
感恩、或是其他項目。

教會
消息

【禱讀操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