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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2:14-18】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設若耳
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若全身是
眼、從那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呢。但如今

神隨自己的意

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羅馬書 15:1-3a 】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

本週活動

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提摩太後書 3:1-4】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1/10（四）
19:30 pm
禱告會

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
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
大、愛宴樂不愛 神．
講 道 大 綱
主題：興起新世代的好牧人
經文：哥林多前書 12:14-18、羅馬書 15:1-3a、提摩太後書 3:1-4
一、 前言：2019 年的忘與牧
二、 這是一個人人都需要牧者的時代
三、 這是一個人人都當成為牧者的時代
四、 結論：生了就要養：「不棄養、零棄羊！」

上週奉獻
總奉獻

107 年 11 月份收支表

1,038,782

收入（含建堂奉獻 1,235,638）

6,477,618

主日奉獻

391,135

支出：人事費用

1,335,496

十一奉獻

519,026

社區暨宣教費用

1,503,506

建堂奉獻

77,019

感恩奉獻

51,602

牧養訓練費用

192,920

行政庶務支出(不含折舊)

355,397

資本支出(還貸款)

229,186

兒童牧區
1.歡樂派 36 期開始報名囉！
日期：108.01.02 名額有限，請邀約親朋好友
BEST 加緊腳步報名！
DJ 牧區
1.週二崇拜：01/08（二）19:30｜B1 主堂｜強韌
的建造者 1｜馮珮牧師
2.週六學生崇拜：01/12（六）15:00｜B1 主堂｜
強韌的建造者 2｜馮珮牧師
3.週六青年崇拜：01/12（六）18:30｜B1 主堂｜
強韌的建造者 2｜馮珮牧師
4. DJ 升級講座：說的比唱的好聽(前主播汪用和)今
天下午兩點於 B1 大堂舉行，請有報名的弟兄姊
妹準時出席參加。活動開放現場報名，報名費兩
百元。
5.DJ 全人更新營 1/13(日)全天於樹德科技大學舉
辦，共 327 人報名，請弟兄姊妹代禱學員有豐盛
領受。
6.DJ 籃球/羽球賽：2019/2/09（六）籃球賽－鼎
金國中籃球場、2／10（日）羽球賽－莊敬國小
羽球館，報名請洽 DJ 牧區小組長
7.1/27(日) DJ 學生區舉辦聯合烤肉活動，詳情請
洽黃聖元幹事。
B00 社青牧區
1.【聖經入門課程】2019/1/11、1/18、1/25，週
五 19：30－21：00，地點：多功能教室。
2.【使徒行傳查經】2019/1/7、1/21、2/11、
2/25、3/11，週一 19：30－21：00，地點：
B1 副堂。
400 宣教團隊
1.長青學苑春季班招生中，有各類終身學習課程，
年滿 65 歲以上報名且出席達標準，學期結束可
全額退費，報名請洽社區辦公室。
2.婚姻家庭講座-別當家中豬隊友，邀請資深
婚姻輔導講授「如何提升孩子競爭力」、
「夫妻雙贏溝通」、「幸福婚姻的祕訣」
課程，三堂課特價 100 元，線上報名完成後
請至社區辦公室繳交報名費。
500 行政團隊
1.教會 11 月份財團及社團法人收支明細表，已刊
於主堂佈告欄，請參閱。
2.因大樓管理條例規定，紅磚道禁任何車輛停放，
違規者將會被拍照舉發，教會在河堤國小（後
門）有租借場地停放機、腳踏車，請弟兄姐妹們
多加利用。開放時間：週六下午：17：00－
23：00，週日上午 8：00－14：00。

崇 拜 聚 會 事 奉 人 員

977,792

水電/設備/修繕費

本月結餘 1,798,233

C00 教牧團隊
主日崇拜前十分鐘為會前禱告，請大家踴躍參加。
1.2019 年度主題：興起新世代的好牧人。
2.幸福門訓：第二階段於 2/26－2/28 發表，已經
開放報名，求神使用，讓眾教會一同經歷建造門
徒的喜樂。
3.主牧行程：2019/1/5－10 在吉隆坡與新加坡分
享幸福小組，己報名 60 多間教會，800 多位牧
者參加，請弟兄姐妹代禱。
4.埃及約瑟夫．拿撒勒牧師：順從神啟示他異象，
賜下以賽亞書 55:5 深受感動來台灣宣告：「3 月
到 9 月台灣將有一個大復興浪潮，他們從東南西
北奔跑到耶穌跟前。」他燃起一把火焰敲醒警
鐘，呼喊上帝要在台灣做大事。
A00 成人牧區
1.福 14 新家人迎新 Party，有 200 多位新家人參
加，對福氣大家庭多有了解並留下深刻印象。
2.週四禱告會：本週主題「愛與醫治」，由琦懿牧
師主領，請預備心一同領受上帝兒女長濶高深的
愛與醫治大能的恩膏。
3.請即將分殖的小區、小組，儘速在 1 月底前完成
申請、安排約談等事宜。
4.區長會議於 1/20 下午二點到五點在馬玉山紅頂
穀創穀物文創樂園舉行，請區長準時參加。
5.請小組長及副、實習小組長踴躍報名參加 1/27
下午 3-7 點小組長退修會。相關議題問卷請儘速
回覆。地點：美綠生態園區。
6.『成牧小組普查』目前正在進行中，請各小組長
協助完成。
7.招募平面攝影同工(條件：須具攝影設備、基本修
片技巧)有意願者請向小組長報備後向瑞貞幹事登
記
200 靈命團隊
１.甄選 2019 年【禱告會預言服事】
同工：必需完成米勒牧師
M1～M6 課程，領有畢業証書。
報名參加甄選者，要有 4 次操練服事記錄，
上傳到報名後群組內指定位置，此為報名的
QR(進入群組後，請先閱讀記事本)。
2. 1/9(三)晚上 7 點半「釋放禱告會」。
3.米勒牧師課程 M5&M6，時間為 2019/01/28～
01/30 三天晚上，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請完成
M1～M4 學員，向各牧區報名並繳費（800
元），2019/1/20 截止。

領

1/6

會

林立誠傳道

講

道

馮珮牧師

投影片

素靜

司琴

雅玲

支出合計 4,59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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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服事

接待服事

慧菁區

美娜區-3

1.主堂 8/副堂 1

1.主堂 6/副堂 1

2.主堂 8/副堂 3

2.主堂 7/副堂 2

國成區-3

玉貞區

1.主堂 8/副堂 1

1.主堂 6/副堂 1

美雯 / 維煥

2.主堂 8/副堂 3

2.主堂 7/副堂 2

明偉

--

秋梅小組

明偉

佩娟 / 維煥

一月份
聖餐服事

關懷
新朋友

<第一堂>
玲芳區-1
主堂 8/副堂 1
呂秀美

◆ 弟兄姊妹若需奉獻收據，作為明年度報稅用途者，請註明編號，若您不知編號或尚未
有編號者請洽鄭宏仁弟兄或會計同工張月卿姊妹。
◆ 若您是用 ATM 轉帳奉獻，請務必通知財務同工，以利入帳。
◆ 教會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福氣教會
◆ 奉獻帳號：京城銀行高雄分行 0692-2500-8221

1/13

1/12
台語堂

徐晴湄傳道

吳潤森弟兄

楊錫儒牧師

何長慶團長

社青

俊貴

社青

玉芬

社青

明偉

社青

<第二堂>
信一區-2
主堂 8/副堂 3
1/12
平平小組

楊秀幸
邱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