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3 月 25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2 人；英語 : 14 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1297 (支票 $1265 ; 現金 $32 )
英語禮拜: $100 (支票 $100)
感恩奉獻 : 陳碧華 (支票 500) ; 李昌彦 (支票 $200) ;
日本教會 (支票 $250) .
午餐收入：現金 $15.
總共 : $2,362
2018 年1-3 月預算： 37,500
2018 年 1-3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24,4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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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陳牧師

敬拜讚美: 陳牧師

當值: 陳牧師

當值: 游秀寶

兒童主日學: 梁淑慧

兒童主日學: 梁淑慧

招待人員:方英裕/曾 琴

招待人員: 王明德/游秀寶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團 契 聯 絡 人 與 電 話
親子團契:
耕心團契:
愛主團契:

曾 琴 281-242-3866
呂理順 832-500-4490
鍾萬隆 713-664-3064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星期日上午 10:00 台語禮拜
星期日上午 10:15 英語主日學
星期日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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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上午 10:00 查經班
(第 2、4 週)
星期四晚上 8:00 耕心團契
星期五晚上 8:00 親子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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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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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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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敬拜讚美
祈禱
啟應

Call to Worship
Singspiration

主禱文

Prayer

啟應文 4 詩篇 16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使徒信經
頌榮
獻詩

123B 首

Hymn

Apostle’s Creed
Gloria Patri

**救主復活的早起 **
Anthem

聖經

申命紀 6:10-17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 「因著神的愛」
Sermon

聖詩
127 首
Hymn
會員加入
Membership
洗禮
Baptism
聖餐
Holy Communion
奉獻
Offertory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Passing Peace

480 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因著神的愛」
陳晉祿牧師
聖經 申命紀 6:10-17
「耶和華─你的 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裡有城邑，又大又
美，非你所建造的； 11 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
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的；還有葡萄
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 12 那
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的耶和華。 13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事奉
他，指著他的名起誓。 14 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
圍國民的神； 15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你 神是
忌邪的 神，惟恐耶和華─你 神的怒氣向你發作，
就把你從地上除滅。 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
的 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 17 要留意遵守耶
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的誡命、法度、律例。
10

講道大綱
1. 耶和華神親自的帶領
a. 祂建造
b. 祂栽種

c. 使你滿足
2. 人要敬畏祂
a. 不可隨從別神
b. 不可試探祂
c. 遵守主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的誡
命、法度、律例。
【本週聚會】
1. 今日(4/1/2018)主日為主內姊妹許慧貞加入本教會會員。
2. 今日(4/1/2018)主日為陳恩迦弟兄與陳恩潔姊妹舉行洗

禮，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他們同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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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午餐與交誼。
2. 禮拜後教會兒童將有撿蛋的活動，家長請陪同參加。
3. 爲主内的弟兄姊妹身體病痛的禱告，爲外出的會友出入

平安，求神保守看顧。
4. 爲主日預備午餐，請各位會友熱烈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