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2 月 5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3 人；華語:: 25 ; 英語: 15 ; 兒童 : 4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1,215.00 (支票$1,085.00,現金$130.00)
英語禮拜:: $500 (支票$200,現金$300)
華語禮拜：$200 (支票$200,現金$0)
2-5-2017 午餐收入：$141.00 (餐卷: 現金$70.00、支票$20。現金: $51)
總共: $2,056.00
2016 年1-11 月預算：$275,738.36
2016 年1-11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194,731.45
主 日 禮 拜 事 奉 人 員
本 週: 台語證道: 陳晉祿牧師

下 週: 台語證道: 陳晉祿牧師

司會: 陳晉祿牧師

司會:

陳晉祿牧師

司琴/伴奏: 黃淑文/許慧貞

司琴/伴奏: 黃淑文/許慧貞

敬拜讚美:

梁淑慧

敬拜讚美:

梁淑慧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人員:

翁淑真/曾琴

招待人員:

翁淑真/陳雅惠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值月執事:

游秀寶

值月執事: 游秀寶

兒童禮拜:

陳靜芳

兒童禮拜: 陳靜芳

中餐服務:

愛主團契

中餐服務: 愛主團契

團 契 聯 絡 人 與 電 話
親子團契: 曾 琴 281-242-3866
愛主團契: 鍾萬隆 713-664-3064

福音團契: 王明哲 281-491-7840
耕心團契: 呂理順 832-500-4490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星期日上午 9:15
星期日上午 10:00
星期日上午 10:00
星期日上午 10:15
星期日上午 10:15
星期日上午 10:30
星期日上午 11:30

台語祈禱會
華語祈禱會
台語禮拜
英語主日學
兒童禮拜
華語禮拜
英語禮拜

星期日上午 11:30 成人主日學
星期日中午 12:40 聚餐交誼
星期二晚上 7:45
福音團契
星期三上午 10:30
婦女團契
(第 2、4 週) 男士查經班
星期四晚上 8:00
耕心團契
星期五晚上 8:00 親子團契聚會

休士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週報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Greater Houston
2401 S. Dairy Ashford  Houston  TX 77077
教會網址: www.fpcinhouston.org 教會電話:281-589-9795
牧師：陳晉祿牧師 713-303-2733

2017 年 2 月 12 日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書 4:19

主 日 禮 拜 1 0 : 00 A M
陳晉祿牧師 證道
今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開始今早的主日禮拜

序樂（安靜默禱 silent prayers） Prelude 證道 「打開你的心門」
Sermon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詩
452 首
Hymn
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奉獻
Offertory
祈禱
主禱文
Prayer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新來的鄉親不
啟應
啟應文 36 (馬太 5)
必勉強)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55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 咱行世間的路
Anthem

聖經

以弗所書 2:12-13

Scripture Reading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Passing Peace

513 首
Hymn

祝禱
殿樂

阿們頌

Benediction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打開你的心門」
陳晉祿牧師

2-12-2017
經節：以弗所書 2:12-13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
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沒有神。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
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證道大綱
1. 神輿人的恩約
【以弗所書1:21-23】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
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 又將萬有服在他
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 教會是他的
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2. 永生的盼望
【歌羅西書 1:13-14】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
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14 我們在愛子
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3. 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我們稱為弟兄
【 雅各書 4:11-12】 11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
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
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
是判斷人的。 12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
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
斷別人呢？
【本週聚會】
1.

本週成人主日學:分班上課。
【本教會消息】

1.

歡迎大家一同來敬拜讚美上帝，請留下來與我們
一起午餐與交誼。

2.

如有新來的兄姊願意在信仰有更深的造就請與
歡迎與牧師協談。

3.

請為身體需要醫治的兄姊禱告。為王明哲兄肺炎
康復禱告，求上帝憐憫與醫治身體病痛的兄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