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14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48人；英語 : 17人 

禮拜奉獻： 台語禮拜：$1,770 (支票 $2,258.75 ; 現金 $89). 

             英語禮拜 : $400 (支票 $400). 

感恩奉獻 : $500 (有志, 支票 $200 和支票 $100),  

 日本教會 (支票 $200). 

 午餐 :  $103 (支票 $48, 現金 $55).    

 總共 : $3,3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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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秀寶/曾琴  當值: 游秀寶/曾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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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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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詩篇  96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178  首     Hymn 

使徒信經  Apostle’s Creed 

頌榮  Gloria Patri 

 

獻詩「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Anthem 

  聖歌隊                                             

 聖經  以弗所書 4:1-16 

Scripture Reading 

 證道 「活出蒙召的生活  」 

                   Sermon 

 聖詩     464 首      Hymn 

 奉獻   Offertory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請安  Passing Peace 

頌榮    508 首      Hymn 

祝禱   阿們頌 Benediction 

 殿樂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http://www.fpcinhouston.org/


「活出蒙召的生活」 
陳晉祿 牧師 

經節: 以弗所書 4:1-16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

召的恩相稱。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

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

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一信，一洗， 6 一 

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

給各人的恩賜。 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升上，

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

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

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

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

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 惟用愛心說

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

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證道大綱 

一. 蒙召的人必需有的特質  

a. 謙虛，溫柔，忍耐 

b. 用愛心彼此寬容 

c. 以和睦彼此聯繫  

二. 蒙召的人必需行出真理中的特性 

a. 合一的信仰 

b. 包容他人不同的恩賜 

c. 發揮恩賜的的功用 

d. 用愛心包容配搭事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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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團契將於11/16星期五晚上七點的聚會時間歡
迎近期來到教會新的家庭。親子團契邀請新家庭的
弟兄姊妹一起聚餐，查經。我們將用 【一家一菜】的
方式一起晚餐，也歡迎各位兄姊一起來歡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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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消息】 

1. 2018 休士頓傳統基金會募款餐會時間： 
十一月三日（星期六），主講人是台美人第二代翁正
欽 Jensin Weng Sommer (退役海軍公共事務官員) 
女士祖孫三代與 大家分享台美人從軍心路歷程. 募
款餐券請向美慈姐購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