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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2：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詩篇 63：1╴2】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你，我
的心切慕你。

講 道 大 綱

主題：親密關係中的界線
經文：可 12：30，詩 63：1-2
【大綱】
一、 什麼是親密關係?
二、過猶不及的界限問題
1. 太有界線
2. 太沒界線
三、建立有健康界限的親密關係
1. 以耶穌為中心的親密關係
2. 為別人設定界限
3. 為自己設立界限

上週奉獻 (4/7)
總奉獻

3,314,738

108 年 3 月份收支表
收入(不含建堂奉獻收入)

108 年度建堂奉獻收入
7,425,500 截至 3 月底累計 13,111,957

主日奉獻

391,328 支出：人事費用

1,466,229 4 月份收入

十一奉獻

731,760 社區暨宣教費用

1,249,330 建堂奉獻合計

建堂奉獻
感恩奉獻

2,185,950 牧養訓練費用
5,700 水電/設備/修繕費

15,29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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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還貸款)

32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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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893 支出合計 8,549,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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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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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區

文峰區

1.主堂 8/副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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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堂 8/副堂 3

2.主堂 6/副堂 2

素卿區

進展區

1.主堂 8/副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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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鳳/維煥

2.主堂 8/副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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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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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牧區
1.家長成長班親職講座【重構親子溝通力】學習耐
心的陪伴與等待，找到與孩子溝通的方法。
講員：施紅朱老師。
時間：4/20 (六)上午 10：00-12：00
請掃描右方 QR 碼線上報名，並至兒牧辦公室
繳交報名費 100 元。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2.兒童歡樂桌遊盃來囉~!
時間：5/5(日)下午 1:30~3:00
地點：福氣教會穿堂
報名方式：請掃描右方 QR 碼線上報名
並至兒牧辦公室繳交報名費 100 元。
參賽資格：小學三~六年級
獎勵辦法：累積總積分取前三名，有精采好禮。
每名參加者皆有神秘小禮物一組。
宣教團隊
4/30(二)10：30-11：30 社區健康講座-牙周病
的預防保健，高醫牙科郭家琳醫師主講，地點：
B1 副堂，歡迎參加。
靈命團隊
得勝營日期為 7/27(六)、7/28(日) 預計於 7/26
晚上 19：30–21：15 開始，另有三次預備課程
時間分別為：7/5、7/12、7/19 的晚上 19：
30–21：15，即日起開始報名、額滿為止，第一
梯次報名資格為區長/小組長夫妻，報名/收費截
止日為 4/15，第二梯次開放副小組長夫妻，報
名/收費截止日 4/30。
報名繳費窗口如下台南：品瑄、深水：以真、
成牧：秀娜、社青：晴湄 。
行政團隊
1.建堂奉獻刷卡處設於大辦公室入口右手邊，主日
崇拜期間早上 10:00-10:30 及 12:20-12:50 有專
人協助刷卡，其他時間可直接至財務室辦理。
2.提醒：ATM 轉帳無法顯現奉獻者姓名，匯款後
請務必來電告知財務同工或選擇臨櫃辦理。
3.教會 3 月份收支簡表(含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已
刊於週報左側，請參閱。
4.為愛惜我們的環境，請大家將垃圾做好分類並集
中於垃圾桶內，體貼服事人員的辛勞，特別是碎
玻璃請另外妥善包裹並註明『碎玻璃』避免人員
受傷。

2,185,950

4,788,405

行政庶務支出(不含折舊)
本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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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2019 年興起新世代的好牧人。
2.幸福小組第 15 期共開了 363 組，求主格外恩待
所有的福長，賜下夠用體力、智慧、恩賜、靈
力，同心合意，進行順利，福長與同工都得造
就，得救的人天天加增給教會。
3.幸福門訓系統教材目前編寫進度為幸福大學上，
求主賞賜智慧恩典給主任牧師，引導後續的編
寫。
4.本期短宣共 74 人參加，由進展牧師帶領。行程
如下：虎尾福氣：4/19-21、城市生命泉：5/35、林園教會：5/17-19。請學員禱告並預備心。
5.週年特刊：福氣廿週年特刊正緊鑼密鼓的設計、
規劃編輯中，預計六月出刊。
6.第一波短宣 4/19-21 虎尾福氣出發前說明，訂於
4/18 週四禱告會後進行。
成人牧區
1.門訓課程本期共 22 個班級，求主賜下教導恩膏
加添心力給各區長、傳道、牧師們有智慧聰明，
餵養新家人得著最好的供應，愛主心志堅定，靈
性剛強。
2.四月份小組長會議:於 4/14(日)早上 11:1012:30，地點：B1 副堂,主題：期中加油。
3.成人牧區第二次洗禮，時間訂於 4/21(日)下午
2：00，地點：主堂。
DJ 牧區
1.週二崇拜：04/16(二)19：30｜B1 主堂｜親密關
係 VS 界限｜馮珮 牧師
2.週六學生崇拜：04/20(六)15：00｜B1 主堂｜興
起建造｜馮珮 牧師
3.週六青年崇拜：04/20(六)18：30｜B1 主堂｜親
密關係 VS 界限｜馮珮 牧師
4.福十五 DJ 共開 102 組：社青 76 組、大專 10
組、國高 16 組。
社青牧區
1. 4/14(日)婚前輔導-「夫妻雙贏」讀書會。
2. 4/15(一)「使徒行傳查經」20：00－21：30，
地點：B1 副堂。
3. 4/20(六)社青崇拜，15：00-16：30，地點：
一樓副堂。講員｜黃迺毓教授，主題：至於我和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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