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2 月 6 日 出 席 人 數 和 奉 獻
主日禮拜出席：台語：57 人；英語 : 14 人 ;
禮拜奉獻：台語禮拜：$1,119 (支票 $ 1,020 ; 現金 $99)
英語禮拜：$500 (支票 $ 500 )
午餐收入 : $49 (現金 $49)
✽ 總共 : $1, 668
2017 年1-12 月預算：$247,200.00
2017 年1-12 月經常及特別奉獻：$145,0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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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淑文/許慧貞

司琴/伴奏: 黄淑文/許慧貞

敬拜讚美: 梁淑慧

敬拜讚美: 梁淑慧

招待執事: 陳怡如

招待執事: 陳怡如

招待人員: 劉上娟/游秀寶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招待人員: 劉上娟/謝清實
英語證道:

Hiro N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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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上午 11:30
星期日上午 11:30
星期日中午 12:40

祈禱會
星期二晚上 7:45 福音團契
台語禮拜
星期三上午 10:30 婦女團契暫停
英語主日學
星期三上午 10:30 男士查經班
英語禮拜
(第 2、4 週)
成人主日學(4 班) 星期四晚上 8:00 耕心團契
聚餐交誼
星期星期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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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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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
祈禱
啟應

證道

Sermon

Call to Worship
Singspiration

(主禱文)

聖詩

啟應文 11
54 首

89 首

Hymn

Prayer

奉獻

Responsive Reading

聖詩
使徒信經
頌榮

從永活的神領受福音

歡迎/報告
Welcome/Announcement

Hymn

Apostle’s Creed

請安

Gloria Patri

頌榮

讚美 ”今日聖子耶穌出世” Choir
聖經
哥林多前書 15:1-11
Scripture Reading

Offertory

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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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ng Peace

480 (1, 3)首

Hymn

(阿們頌) Benediction
(請安靜默禱) Postlude

~~~

從永活的神領受福音

~~~

陳晉祿牧師 12-10-2017

經節：哥林多前書 15:1-1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
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 2 並
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4 而
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5 並且
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6 後來一時顯
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
已經睡了的。 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
看， 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一般。 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
為我從前逼迫 神的教會。 10 然而，我今日成了
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
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
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在。 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
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證道經節與摘要
1. 我必須克服我內心的怨恨 。(耶穌將填補別人對
我的傷害)
I must overcome of my inner grudges. (Jesus will
fill-up the gap of hurts from others to me)
【以弗所書 Eph.4:31-32】你們要除掉一切怨恨，
暴戾，憤怒。不要再喧擾或毀謗；不要再有任何
的仇恨。要親切仁慈相對待，彼此饒恕，正如上

帝藉著基督饒恕了你們一樣。
2. 我必須克服我內心的憂傷 。(耶穌將填補我生命
中的遺憾與傷痛)
I must overcome my sadness. (Jesus will fill-up the
gap of regrets and sorrow in life)
【腓立比書 Phil.3:13-14】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
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3. 我必須超越我內心的罪惡感。(耶穌將填補我對
別人的傷害)
I must overcome my guilt. (Jesus will fill-up the gap
of the hurt I've done to someone else)
【約翰壹書 1Jn.1:9】『如果我們向上帝認罪，祂是
信實公義的，祂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所犯
的各種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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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主日預備午餐，請各位會友熱烈盡早登記 .
4. 最新一期的每日靈修刊物放在交誼廳桌上請兄姊
取閱。
5. 聖誕禮拜將於 12 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四點舉
行，禮拜後教會有準備愛宴請兄姊一同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