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2 月 12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67 人；華語:: 36 ; 英語: 20 ; 兒童 : 6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1,449.00 (支票$1,400.00,現金$49.00)
英語禮拜:: $200 (支票$200,現金$0)
華語禮拜：$628 (支票$400,現金$228)
感恩: 有志: $100 ; 賴張美珠 $82.51
2-12-2017 午餐收入：$124.00 (餐卷: 現金$80.00、支票$0。現金: $44)
總共: $2,583.51
訂正 2 月 5 日 奉 獻
英語禮拜: $200 (支票$200,現金$0)
華語禮拜： $500 (支票$200,現金$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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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伴奏: 許慧貞

司琴/伴奏: 黃淑文/許慧貞

陳晉祿牧師

敬拜讚美:

梁淑慧

敬拜讚美:

陳怡如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人員:

翁淑真/陳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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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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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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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賞賜的」
Sermon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詩
3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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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詩篇 19)
必勉強)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167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 Everyone Who Longs for the
Boundless Love of God

聖經

Anthem

箴言 30:7-9
Scripture Reading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Passing Peace

510 首
Hymn

祝禱
殿樂

阿們頌

Benediction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神所賞賜的」
陳晉祿牧師

2-19-2017
經節：箴言 30:7-9

7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 8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
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9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
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
神的名。 10 你不要向主人讒謗僕人，恐怕他咒詛
你，你便算為有罪。

證道大綱
1. 抱持順服神的心態來做正確的事
【哥林多前書13:7】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
【以賽亞書 40: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2.

為處處的恩典獻上感恩

【帖撒羅尼迦前】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
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啟示錄 2:4】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
的愛心離棄了。

3. 將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讓信心再加上行動。
【雅各書2:17】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以弗所書 3:16-19】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
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17 使
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
根有基， 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
等長闊高深， 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
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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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珠姊的先
生，求上帝憐憫與醫治身體病痛的兄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