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8 月 26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47人；英語 : 12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711 (支票 $690 ; 現金 $21). 

             英語禮拜 : $400 (支票 $400). 

 感恩奉獻 :  

 午餐 :  $34 (現金 $34).    

 總共 : $1,145. 

 2018年1-8 月預算：$101,000. 

 2018年 1-8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75,913  

主 日 禮 拜 事 奉 人 員 

    本週:台語證道: 鄭隆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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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伴奏:黃淑文 

 敬拜讚美:陳牧師  敬拜讚美:陳牧師 

 當值: 游秀寶  當值: 游秀寶 

     兒童主日學: 曾琴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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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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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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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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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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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隆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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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詩「主是保護者」 

  愛之聲聖詠團                                             

啟應   28    詩篇  139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168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請差遣」      Anthem   

愛之聲聖詠團                                             

          

 聖經  創世紀 13：5～18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 「同時入迦南的兩家庭」

Sermon 

 聖詩      346 首     Hymn 

 奉獻   Offertory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Passing Peace 

頌榮    510 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http://www.fpcinhouston.org/


「同時入迦南的兩家庭」 
鄭隆保牧師 

經文：創世紀 13：5～18 

 5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棚。 6 那地容

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居。 7 當

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

的牧人相爭。 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

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原文是

弟兄）。 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我：你向左，

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10 羅得舉目看見約旦

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

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

地。 11 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

就彼此分離了。 12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

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13 所多瑪人在耶和

華面前罪大惡極。 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

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

看； 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 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

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17 你起

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18 亞伯

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在那裡

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綱要：一、相爭的原因（13：5～7） 
 
           二、各自的選擇（13：8～13） 
 
           三、信仰的考驗（13：3、4、18） 
 
           四、差異的結局（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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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教會消息】 

1. 感謝鄭隆保牧師今日的主日信息，求神保守看顧鄭牧師

的服事。 

2. 主日學選課登記，今日與下週主日分班登記。登記表放

在交誼廳桌上。秋季主日學於九月十六日 (主日) 開始

上課)。 

3. 張文信兄與金英姊將搬往Austin，今日11:40am在交誼廳

一歡送文信兄與金英姊，求主恩典，保守他們在Austin 

新的居住環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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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爲主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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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爲主日預備午餐，請各位會友熱烈登記。 

7. 休士頓海外宣道會愛之聲聖樂團的2018年信望愛頌恩

慈善音樂會將于十月六日下午 6:30 在 Tallowood 

Baptist Church，555 Tallowood Road, Houston,TX 

77024舉行，請各位支持贊助。 我們計劃送學生獎助金

給“台灣玉山神學院”的原住民傳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