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0 月 1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7 人；英語 :16 人 ; 兒童 : 3 人
禮拜奉獻：台語禮拜：$2323 (支票 $ 2, 290 ; 現金 $33)
英語禮拜：$250 (支票 $250)
特別奉獻: (1) Harvey 水災: 蔡維翰/黃淑文($300)
(2) 感恩: 莊吉川/翁千音 ($100) ; 有志 ($100)
午餐收入: $121(現金 $121)
✽** 總共 : $3, 194
2017 年1-9 月預算：$185,400.00
2017 年1-9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108,92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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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

陳晉祿牧師

敬拜讚美: 陳晉祿牧師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執事:

游秀寶

招待人員:

許聖瑛/王明德

招待人員:

許聖瑛/王明德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值月執事:

Ricky Crews

值月執事: Ricky Crews

團 契 聯 絡 人 與 電 話
親子團契: 曾 琴

281-242-3866 福音團契: 王明哲 281-491-7840

愛主團契: 鍾萬隆 713-664-3064

耕心團契: 呂理順 832-500-4490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星期日上午 9:30
星期日上午 10:00
星期日上午 10:15

祈禱會
台語禮拜
英語主日學

星期日上午 11:30
星期日中午 12:40

英語禮拜
聚餐交誼

星期二晚上 7:45 福音團契
星期三上午 10:30 婦女團契暫停
星期三上午 10:30 男士查經班
(第 2、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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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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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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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啟應

Singspiration

(主禱文)

Prayer

啟應文 35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使徒信經

453 首

Hymn

Apostle’s Creed

頌榮
聖經

Gloria Patri

約書亞

7:10-13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試探的陷阱」

Sermon

聖詩
奉獻

258 首

Hymn
Offertory

(奉獻是基督徒的本份，新來的鄉
親不必勉強)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頌榮
祝禱
殿樂

Passing Peace

490 首 (1,3) Hymn

(阿們頌)

Benediction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試探的陷阱~~~
陳晉祿牧師

10-8-2017

證道經節與摘要
經節: 約書亞記 7:10-13

10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
在地呢？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
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
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裡。 12 因此，以色列人在
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
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
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13 你起來，叫百
姓自潔，對他們說：
『你們要自潔，預備明天，因為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們中間有
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1. 誘惑
a.

b.

考驗: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
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
全營受咒詛。約書亞記 6:18

陷阱:

人被試探，不可說：
「我是被神試探」；因為
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雅各書 1:13-14

2. 罪的代價
a.

處罰的延伸

約書亞記 7:5

b.

個別的處罰

約書亞記 7:25

3. 與神合好
a.

認清真象

b.

擺脫一切罪行

c.

悔改

約書亞記 7:10-11
約書亞記 7:22-24

約書亞記 7:26

4. 結論:
a. 別讓犯罪來毀了我們的人生。
b. 勇敢的脫離一切與神隔離的罪行。
【本週聚會】
1. 成人主日學: 分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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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內的弟兄姊妹身體病痛的禱告，為外出的會友出入

平安，求神保守看顧，也為受災的朋友禱告盡速恢復。
3. 假如你知道有受災會友，請轉告陳牧師。我們才可盡力做到關
懷. 也請繼續爲教會受災會友捐款。
4. 2017年第四季行事曆已印妥置於書架上，請兄姊自取。
5. 請大家自動簽名參加午餐的服務工作，每組只需做兩次。

願意多多服務的更受歡迎。簽名單貼在冰箱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