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 30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5人；英語 : 12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835 (支票 $810 ; 現金 $25). 

             英語禮拜 : $150 (支票 $150). 

感恩奉獻 :  有志 $300 (支票 $300). 

 午餐 :  $149 (現金 $149).    

 總共 : $1,434. 

 2018 年1-9 月 預算：$113,625.. 

 2018 年 1-9 月 經常及特別奉獻：$8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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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伴奏:黃淑文 

 敬拜讚美:陳牧師  敬拜讚美:陳牧師 

 當值: 謝清實/曾琴  當值: 游秀寶/李秋澄 

     兒童主日學: 許慧貞  兒童主日學: 許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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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晚上 8:00 耕心團契 

星期日上午 11:30 英語禮拜  星期五晚上 8:00 親子團契 

星期日上午 11:30 成人主日學   

星期日中午 12:40 聚餐交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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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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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以賽亜  55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453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我的心啊,來讚美主!」       

   Anthem 

  聖歌隊                                             

 聖經  希伯來書 4:12-16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 「卸下你的擔子  」 

                   Sermon 

 聖詩      258 首     Hymn 

 奉獻   Offertory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Passing Peace 

頌榮  490 (3) 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http://www.fpcinhouston.org/


「卸下你的擔子」 

陳晉祿 牧師  

經節: 希伯來書 4:12-16 

4:12   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 

   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 

   ，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4: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 

   是赤露敞開的。 

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 

   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 

   認的道。 

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 

   是他沒有犯罪。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助。 

證道大綱 

一. 靠神的神的道 (話語) 

a. 這道是活潑的 

b. 這道是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二. 耶穌已作成的工是將舊人改變成新人 

a. 舊人的光景 

b. 舊人的行事 

c. 舊人的命運 

三. 懷著信心來到主耶穌的寶座前 

a. 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 

b. 行出活潑之道的功效 

c. 得以進入安息的盼望 

【本教會消息】 

1. 今日主日將舉行聖餐禮拜，請準備心及代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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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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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計畫欣賞十月十三日晚上在Houston NRG Center所

演出的Christmas Cantata，請向牧師登記以方便索票。 

5. 2018年第四季行事曆已印妥放置於書櫃上請兄姊自

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