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5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1 人；華語：24 人；英語：25 人；兒童：6 人
禮拜奉獻：台語部：$1,142.11(支票$700,現金$442.11)
英語部：$100(支票$100)
華語部： $203(支票$200,現金$3)
教會發展基金：$80； Mission Fund：Ricky Crews/Tammy$200
玉神助學金：楊明耕$200、蔡水諒/秋澄$100、吳勝吉$100
健康講座：陳康元/王琳$500
伊甸基金會奉獻：張文信/金英$100、周淑惠$50
Refund：40 週年靈修會$303.72、AT&T$7.14
9-25-16 午餐收入：餐卷收入$110、現金收入$65
總共: $3,260.97
2016 年1-8 月預算：$199,941.36
2016 年1-8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149,1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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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長老: 梁瑞芬
司會長老: 梁瑞芬
司琴/伴奏: 黃淑文/王佑俐
司琴/伴奏: 黃淑文/王佑俐
敬拜讚美: 蔡忠宏
敬拜讚美: 蔡忠宏
招待執事: 陳雅惠
招待執事: 陳雅惠
招待人員: 劉上絹/蔡忠宏
招待人員: 劉上絹/蔡忠宏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值月長老: 陳清亮
值月長老: 陳清亮
值月執事: 陳雅惠
值月執事: 陳雅惠
兒童禮拜: 田慧琦
兒童禮拜: 田慧琦
中餐服務: 婦 女 會
中餐服務: 婦 女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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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心團契: 呂理順 832-500-4490

福音團契: 王明哲 281-491-7840
婦女會: 梁瑞芬 806-543-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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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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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會 異 象 :優 質 而 不 斷 增 長 的 教 會 2016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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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Call to Worship
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祈禱
主禱文
Prayer
啟應 啟應文 9 (詩篇 32 )

證道 「饒恕的德行」
Sermon

聖詩
奉獻

247 首

Offertory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新來的鄉親不
必勉強)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3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
榮耀歸佇上帝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Passing Peace

510 首
Hymn

Anthem

聖經

馬太福音 5：38-42
Scripture Reading

Hymn

祝禱

阿們頌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Benediction

「饒恕的德行」
陳晉祿 牧師
10-2-2016
經節: 馬太福音 5：38-42

證道大綱
1.

新生命帶來新方向，活出與眾不同的生命

2.

新生命帶來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要彰顯
神的恩典與榮美

3.

活在神的愛中，才能以善報惡

4.

時刻緊記自己是天父的兒女的身份要以活
出美好的德行
【本週聚會】

1. 本週成人主日學：分班上課。
2. 10/8 (週六)上午9:00-下午3:00專題演講：從基督耶穌的
教導了解並關心同性戀。由Mr.& Mrs.Honeyset以英語主
講。請弟兄姊妹邀請親友一起來參加(將安排翻譯)。如願
參加兄姊請向曾琴、完慈姊、秋澄姊或芳標兄報名，請
預先報名才能準備講義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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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隼夫牧師已轉院至休士頓繼續做復健治療，請大家繼
續為許隼夫牧師和牧師娘代禱，求上帝醫治與憐憫
3. 徐榮聲姊妹的瞻仰遺容(Visitation)於10/2(星期日)晚上
6-8點在The Settegast-Kopf company at Sugar Creek
Funeral Home。Address: 1501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Phone: (281) 565-5015。安葬禮拜於
10/3 (星期一)早上9:30 在 Memorial Oaks Cemetery，
Address: 3001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追思禮拜
將於當日早上11點在教會禮拜堂舉行，求神親自安慰家
屬。
4. 笑美姊感謝各位兄姊在她生病期間的關心及協助，現已
恢復健康，願神記念你們的愛心。
5. 近日台灣的強烈颱風造成相當大的損失，若有感動的兄

姊願意為台灣風災奉獻，請在奉獻明細寫「台灣颱風捐
款」。
6. 盧俊義牧師於教會40週年靈修會的錄音檔案，美慈姊已
編輯成mp3檔並上傳至教會網站歡迎兄姊收聽。
(http://www.fpcinhouston.org/taiwanese/index.html)
【社區消息】
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募款餐會時間：11/12（週六），
主講人是台東基督教醫院呂信雄院長和他的夫人吳方芳
女士，主題是「生命影響生命」。募款餐券請向蘭香姊或
美慈姊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