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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四)
19:30 pm
禱告會

事 工 報 告

【哥林多前書 10：1-5】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吃了一樣的靈食，喝了一樣的靈
水。就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們中間多半是 神不喜
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
【出埃及記 12：11-12】
…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因為那夜耶和華要巡行全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都擊殺…要敗壞埃及一切
的神。因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出埃及記 5：22-23】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主啊，祢為甚麼苦待這百姓呢？祢為甚麼打發我去
呢？」自從我去見法老，奉祢的名說話，他就苦待這百姓，祢一點也沒有拯救他
們。」
【出埃及記 2：24-25】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申命記 4：34】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來，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手，
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
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
【申命記 8：2】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
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
【申命記 8：15-16】
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地…曾為你使水從
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是要苦煉
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
講 道 大 綱
主題：出埃及記(二) 曠野漂流
經文：哥林多前書十 1-5、出埃及記十二 11-12、五 22-23、二 24-25。
申命記四 34、申八 2、申八 15-16。
【前言】以色列人 40 年的曠野經歷是基督徒寶貴的靈程指引。
【大綱】 一、人為何會漂流？
二、什麼是曠野？
三、神聽見人的苦情
四、曠野中的試驗
五、遵神引導就必得勝
【結語】

107 年 7 月份收支表

上 週 奉 獻
總奉獻

2,187,911

主日奉獻

314,676

十一奉獻

514,700

建堂奉獻

1,358,435

感恩奉獻

100

收入(含建堂奉獻 1,205,000)

5,031,685

支出：人事費用

1,141,825

社區暨宣教費用

450,009

牧養訓練費用

810,951

水電/設備/修繕費
行政庶務支出(不含折舊)
資本支出(還貸款)
本月結餘 1,701,262

C00 教牧團隊
主日崇拜前十分鐘為會前禱告，請大家把握參加。
1.感謝上帝的保守，2018 幸福小組國際研習會已順利落幕，
接下來仍有許多的服事，請繼續為我們在眾教會所推動的
佈道工作禱告。
2.這次研習會之後，接著後面有各地的密集訓練將陸續展開
請繼續為這些服事禱告。
3.請各小區關心及推動「婚姻定義公投」等三個議題，並為
此禱告及行動，使你的左右鄰舍都知道 11 月 24 日要「公
投」這一件事情。
4. 9/7-8 全人更新營會，己於教會官網報名系統，開始第一
階段報名，此階段報名資格為，2018 上半年受洗的新家人
和 2018 上半年以前受洗，但未參加過全新營的會友。報
名費 600 元(含全新營課本)。

A00 成人牧區
1.請各小組盡快在本週完成第十四期幸福小組同工的編
制，每個小組以編制 2 個幸福小組為目標，並在八月期間
召開各組的幸福會議，做好相關預備工作。9/2 下午 1:30
是第 14 期幸福小組的集訓。大家加油！
2.新小組按立日期將在 9/2 早上第二堂舉行，即日起可分殖
的小組請先向成牧幹事蕭丞雯索取分殖申請表，以提報分
殖團隊名單[小組長、副小組長、實習小組長]給牧者。
3.請各小組在下一期幸福小組前舉辦福音茶會，以便得到
best 名單。各組福音茶會：8/21 玉貞、盈瑧組，8/24 百
美組，8/25 淑芬組，8/26 以緁、麗嬌組，9/1 信一、惠蓮
組，9/5 明祈、郁綸組，9/15 沛宸組，9/20 雅琇組，9/22
秀幸組。
4.幸福門訓課程原定起跑日因遇 9/11 幸福門訓系統研習
會，故延後一週，於 9/16(日)起跑，除門徒學校(下)B5 班
9/14 上課，請學員注意。
5.國成區迺安小組的蘇文卿弟兄、林麗雪姊妹嫁女兒，典禮
訂於今天下午三點於 B1 大堂舉行，邀請弟兄姊妹一同觀
禮獻上祝福。

B00 社青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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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成弟兄 李琦懿牧師

主控/燈
控
翔之
炳仁

支出合計 3,330,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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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行政團隊
1. 教會 6 月份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收支明細表已公布於主
堂佈告欄，請參閱。
2. 7 月份教會收支簡表（含財團及社團法人）已刊登於週
報左側，請參閱。

1.8/20(一)馬可福音查經。
2.8/24(五)社青牧區「從懷疑到相信課程」。
3.8/26(日)婚前輔導-「夫妻雙贏」讀書會。
4.8/26(日)社青福 14 幸福小組訓練。

172,705
227,338

兒童牧區
1.全新營兒童照護組：特為全新營學員預備之兒童照護服
事，請善加應用。參加兒童 5-12 歲，8/26 前須完成報名
並至兒牧辦公室繳費，額滿截止。
2.主日兒童舞蹈實驗班學員甄選：報名資格─孩童年齡
5-8 歲，對舞蹈有恩賜，願意被教會栽培，父母為委
身福氣教會之組員，請網址報名經審核、面試通過後
於 10 月第一週起開始集訓課程。
DJ 牧區
1.週二崇拜：08/21(二)19:30｜B1 主堂｜逃避憂慮｜林立
誠傳道
2.週六學生：08/25(六)15:00｜B1 主堂｜是我嗎？別
逃！｜林立誠傳道
3.週六青年：08/25(六)18:30｜B1 大堂｜是我嗎？別
逃！｜林立誠傳道
4.DJ 牧區小組長查出埃及記 PART3：請小組長下週四準時
參加，並繳交作業。
5.今天下午三點於 B1 大堂舉行繆欣佑弟兄&馮歆惟姊妹婚
禮，歡迎大家一同觀禮並獻上祝福。
200 靈命團隊
1.陳雅慧老師(新約綜覽)，第二次上課日期為 8/24。
2. 8/22(三)晚上 7 點半「恩典之流禱告會」，主題：病得
醫治。
400 宣教團隊
1.關懷站誠徵電訪、服務台志工，只要您有一顆愛人的心，
服務的熱忱，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有興趣者請冾旺旺傳
道。
2.長青學苑秋季班招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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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5(六)台語堂戶外崇拜報名已額滿，如需候補請洽社區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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