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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2021年

10/24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教會是神的家，神愛我們，我們也要對內彼此相愛，更要對外廣傳福音，活出聖經真理
，建立高雄基督之家成為身心靈健康、向神充滿生命熱情，回應主大使命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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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任牧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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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國柱牧師

✓這幾天以色列疫情雖下滑，仍

處高點每天有數千人確診。政府
束手無策只走疫苗，持續推動第
三劑（有效期6個月）甚至將第
四劑第五劑……！很需要上帝的
恩典與智慧突破現況，請代禱！
✓ Belah住進養老院不適應，她
精神本不佳，今更加惶恐！她兒
子無法體諒。瑪麗亞媽媽無法持

m 普世宣教

使命正是神的旨意也是神對我們
的呼召，我們在疫情逐步解封後
就更要起來快跑跟隨主，追求靈
命的成長，為主作見證，儆醒禱
告，傳揚主的福音，耶和華神的
熱心，必要成就他所定的旨意，
成就大事。

進入了十月份，也就是進入了
今年最後的一季，在過去的兩
年裡因為肺炎疫情，整個世界
都是停滯的，雖然教會也不免
受其影響，但是我們的神卻不
是停下來的神，他不休息、不
打盹，神的旨意不被攔阻，大

s 下週主日10/31服事輪值表

會 前 禱 告 司 會 影 音 直 播 投影片播放 敬 拜 主 領

胡瑞琴姊妹 胡瑞琴姊妹 許志豪弟兄 吳翊鳳姊妹 謝貞貞姊妹

n 家中消息

歡迎點擊或掃描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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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的信息：

《經同意轉載自華差FB》

續住昂貴的老人公寓要搬家（正
積極幫她找）。她兒子精神越顯
不正常，履屢偷她的錢財衣物。
Ginina也回烏克蘭處理情緒障礙
的兒子！（許多猶太家庭中充斥
著類似困境，不僅面對生存，還
要背負問題家人的重擔）事實上，
這幾位媽媽都是大能的勇士，在
困境中充滿信心與戰鬥！請格外
代禱紀念她們！

主日
信息

教育
部門

【2021信徒培育課程】

感謝神，天國君王～馬太

福音精讀的線上查經班！為期預

計大約明年，每週六早上8:30-

10:00 線上除了有牧師精闢解說的

經文及含意，也鼓勵參加的弟兄

姊妹於於課程結束後踴躍參與課

後討論及分享！

【下週主日信息】
講題：【興起發光！活出愛】
講員：許玉芳師母

教會
消息

【參加實體聚會】
弟兄姊妹平安！隨著疫情

逐漸緩和，鼓勵大家每週三晚上

7:00以及每週日上午10:00前來教

會參加禱告會和主日的實體聚會，

同時間線上還是開放網路直播，

讓我們預備心一起來敬拜讚美神。

福音
部門

【每日親近神】

十一月份的每日親近神出版

區的傳福音行動！其中週二的雄愛
素描水彩，由牧師精心傳授技巧，
學員畫工日益精進，而由師母帶領
的週四早上的雄愛幸福手作，大家
歡樂學習製作各樣精美的創意品，
以及週六下午由許志豪弟兄指導免
費的雄愛大導演；懇請弟兄姊妹為
雄愛在一起社區事工，守望禱告！

【雄愛在一起社區活動】
10-12月是雄愛在一起，社

社區
消息

了，歡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洽

詢胡瑞琴幹事購買，分機683。鼓

勵大家養成每日親近神的好習慣!

福音
部門

【福音行動】

從10月至12月是全教會福音
行動展開，各小組各種創意福音行

動，不論福音出遊、野餐、登山、

茶會、紛紛開始展開。

大家一起回應大使命、經歷福音的

大能！

https://khhoc.org/


題目：【我們與神的距離-2】---不再與神隔絕 高國柱牧
師

一、人為何與神會有距離？

二、神的旨意：人要與神恢復關係

三、今天如何不再與神隔絕

約翰福音一章32、34節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
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祂
的身上。我看見了，就證明這是
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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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4樓 12-20歲青年聚會 黃培欣傳道

禱 告 會
週二上午07:00 1樓 晨禱會

週三晚上7:00 1樓 神大能復興禱告會

成 人 小 組

週四下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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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507教室
得魚小組

家庭聚會溫馨熱情
許志豪弟兄

週四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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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1樓玻璃屋
錦田一小組

老少咸宜歡樂小組
許玉芳師母

週五晚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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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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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培欣傳道

週日中午12:30 2樓教室
錦田四小組

信心盼望愛的小家
蔡麗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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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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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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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週六的馬太福音線上精讀課程禱告。
2)為10-12月教會及社區的福音行動禱告。
3)為青崇即將舉辦的幸福小組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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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的新冠肺炎疫苗，能大量生
產並滿足疫情嚴峻的國家禱告。

2)為台灣疫情二級解封及控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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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奉獻 QR Code:

即
可
進
入
網
頁

電
子
週
報
點
擊

https://khhoc.org/g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