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24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5人；英語 : 10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1,384 (支票 $1,335 ; 現金 $49). 

             英語禮拜 : $100 (支票 $100). 

 感恩奉獻：有志 $200 (現金 $200).  

 午餐 :  $68 (支票 $10; 現金 $58).    

 總共 : $1,752. 

 2018年1-6 月預算：$75,750. 

 2018年 1-6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5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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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清實  當值: 謝清實 

     兒童主日學: 許慧貞  兒童主日學: 許慧貞 

     招待人員: 謝清實/曾琴  招待人員: 謝清實/曾琴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團 契 聯 絡 人 與 電 話 

           親子團契:   曾 琴  281-242-3866 
           耕心團契:   呂理順 832-500-4490 

                愛主團契:   鍾萬隆 713-664-3064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星期日上午 10:00 台語禮拜 星期三上午 10:00 查經班 
星期日上午 10:15 英語主日學  (第 2、4 週)  
星期日上午 11:30 英語禮拜 星期四晚上 8:00 耕心團契 
星期日上午 11:30 成人主日學 星期五晚上 8:00 親子團契 
星期日中午 12:40 聚餐交誼 暑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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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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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to Worship 

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祈禱 (主禱文) Prayer 

啟應  39   啟示錄 21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51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讚美,讚美 」 

聖歌隊                

Anthem          

                   

 聖經  馬太福音 6:25-34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基督信仰的基石 I」                   

Sermon 

 聖詩   296 首      Hymn        

 奉獻  Offertory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Passing Peace 

 

頌榮    308 (1,4)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http://www.fpcinhouston.org/


基督信仰的基石  

陳晉祿 牧師 

經節: 馬太福音 6:25-34 

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

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

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

重得多嗎？ 27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

一肘呢）？ 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

不勞苦，也不紡線。 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

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31 所以，不要憂

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

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證道大綱 

1. 神給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 尊重生命 

2. 在生命中的得與失 

3. 如何與自己的生命和睦的相處 

4. 生命的態度與敬畏神的關係 

 



思考： 

1. 是否天天為自己的生命感謝神 

2. 如何以敬畏生命的態度來過美好的一天 

【本週聚會】 

1. 本週成人主日學在交誼廳合班禱告11:40 am-12:20pm。 

禱告會將由慧貞牧師娘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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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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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爲主日預備午餐，請各位會友熱烈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