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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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聚會程序

f 主任牧師的話

SINCE 2017.11.5

高國柱牧師

✓ 有愛每天吃完早餐都會騎
車去不同的社區認識道路和環境。
我們也會一起繞著社區禱告、有
時也會小小迷路，因為政變，許
多路標被塗上油漆，所以無法辨

識是那一條路，感恩的是經過一
個月的認路，有愛大致已掌握看
不到路標的道路。

m 普世宣教

然會長大成熟，而是在於我們有
多少對神的渴慕和追求，只要渴
慕神必然喜悅，而且要賜給我們
滿足的得著，那渴望自己能多結
聖靈果子的，神也說這些事沒有
律法禁止。願新的一年我們都更
加追求，追求聖道充滿與聖靈充
滿，新的一年更深與神同行！

新春快樂！時間過得很快，轉
眼之間春節已過，又進入新的
一年了，傳統的觀念過了年就
是長了一歲，而伴隨著年紀長
大，我們的屬靈生命是否更加
成熟？成為一位基督徒，屬靈
生命不會是因為時間經過就自

s 下週主日2/13服事輪值表

司 會 敬 拜 主 領 招 待 影 音 直 播 投影 片播放

陳守生弟兄 許玉芳師母 得智區 許志豪弟兄 吳翊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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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有愛＆李茂莉（瓦城宣
教）的信息：

《信息來源：華差》

✓ 難民越來越多，不法

的事讓人痛心不已，請為正

在受苦中，極為黑暗的時刻
禱告，求主快快搭救緬甸可
憐的百姓們。
✓ 請繼續為我們的安全
禱告，也求主為我們開更多

福音的門，賜得救的靈魂及
同工一起在瓦城與神同工，
願神的國降臨瓦城。

教會
消息

教會
消息

【每日親近神】

讓我們每天親近神，天天

吃生命的糧！二月份的每日親近

神，歡迎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可

以洽詢胡瑞琴幹事購買。分機

683

社區
消息

【雄愛春季活動】
雄愛在一起社區事工

已全面熱烈展開了！

雄愛素描水彩：週二晚上6：30

雄愛幸福手作：週四早上9點

雄愛讚美操：週五早上10點

雄愛幸福薩克斯風：週五晚8點

雄愛烏克麗麗：週六下午4：30

雄愛木箱鼓：週六晚上7點

雄愛社區事工，願用諸般智慧、

愛和分享將人帶到主前。我們

一起為雄愛在一起禱告守望

【溫馨提醒】

弟兄姊妹若有停車在教會

花園門口，離開時請記得把「請

勿停車」的柜馬牌子恢復

【神大能復興禱告會】

新的一年，大家一起來參

教會
消息

加每週三晚上七點的 ~ 神大能復

興禱告會！2/9(三)晚上七點，在

教會一樓，一起來築壇禱告、經

歷聖靈大能！領受新酒新油的恩

膏！

社區
消息

【健康講座】

雄愛在一起健康講座來了~

2/11(五)早上十點，邀請到義大醫

院蔡坤璋醫師和大家分享：
「癌症世代的修身之道」

並有Q&A時間，讓大家更明白！
新的一年，身體更健康！

記得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喔！

https://khhoc.org/


題目：【從新蒙福～1】更新的重要 高國柱牧師

一、信仰不能只停留在過去

二、生命更新必須順服神的旨意

三、願意更新就有生命的蒙福

結語：追求就不要怕付代價

羅馬書4章16節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
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
後裔；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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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緻儀校長

青年主日崇拜 週六 下午2: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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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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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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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12:00 504教室
大專小組

大專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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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攜手愛無限活動後續關懷守望禱告。
2)為雄愛在一起春季活動守望禱告。

2. 為教會禱告：
1)為每週六的馬太福音線上精讀課程能建造門
徒，在聖經真理上扎根禱告。

2)為教會如明光照耀，成全聖徒禱告。

3. 為肢體禱告：
1)為弟兄姊妹能有敬畏神和謙卑的心，
領受神豐盛話語，身心靈保持健康。

4. 為國度禱告：
1)為世界各國所面臨各樣突發的災情
求神憐憫及保守！

2)為台灣 Omicron疫情的控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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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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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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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hhoc.org/g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