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5 月 14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7 人；華語: 25 人; 英語:18 人 ; 兒童:2 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2,221.00 (支票 $2,170,現金$51.00)
華語禮拜：$200.00 (支票 $200,現金$0.00)
英語禮拜：$105.00 (支票 $105,現金$0.00)
母親節感恩奉獻:呂理順/清實 $300、鍾香芸/英源 $100、
有志 $500、有志 $100、有志 $100
為張文雄牧師奉獻:吳丁發/淑貞 $200、黃金德/敬美$100
總共: $3,926
2017 年1-4 月預算：$82,400
2017 年1-4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51,2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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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文

司琴/伴奏:

陳晉祿牧師
黃淑文

敬拜讚美:

許慧貞

敬拜讚美:

許慧貞

招待執事:

曾色惠

招待執事:

曾色惠

招待人員: 盧完慈/陳雅惠

招待人員:

盧完慈/陳雅惠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值月執事:

曾色惠

值月執事: 曾色惠

兒童禮拜:

陳靜芳

兒童禮拜: 郭宛盈

中餐服務:

福音團契

中餐服務: 福音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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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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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兒童禮拜
星期日上午 10:30 華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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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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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首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聖詩
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奉獻
祈禱
主禱文
Prayer
啟應
啟應文 7
歡迎/報告

Hymn

Offertory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208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
Anthem
聖經宣讀 腓立比書 4:6-7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 「經歷禱告的能力」
Sermon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Passing Peace

331 (1,3) 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 經歷禱告的能力 ~~~
陳晉祿牧師 5-21-2017

經節：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6

證道大綱
1. 禱告是因著神的屬性向神發出讚美
從自己的身上轉移轉而定睛神
2. 禱告是表明我們愛慕神
來到神面前以極親密的方式與神說話
3. 禱告是表明我們需要神
我們沒有辦法靠自己處理所有的事
4. 禱告是向神表達我們的祈求
禱告即是承認: 在神凡事都能
5. 禱告是以神的方式服事神
神希望我們將祂的國度實現出來

【本週聚會】
1. 本週成人主日學:分班上課。
2.

台灣聖經公會彭國瑋牧師將於5月27日(六)上午
九點至下午五點半於休斯頓恩惠教會舉行舉行加
拉太書聖經研習會。研讀會內容簡章與報名表連
同研讀本聖經之訂購表，置於交誼廳桌上請兄姊
自取。如欲參加之兄姊請與牧師聯絡或購買書籍
者，牧師將協助你報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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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6,7,8月)的每日靈糧已寄到教會，置於
交誼廳桌上請兄姊自取。

3.

日本教會歡迎本教會兄姊於六月二日(星期五)晚
上七點在我們的教會將有音樂會，歡迎邀請朋友
一起參加。

4.

六月十六日(星期五)晚上七點三十分在我們的教
會將有音樂會見證晚會，將邀請姚煒姊妹及金偉
明牧師，分享信主的心路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