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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關自達弟兄   潘毅良傳道㐊 王天健牧師  黃志宏長老

翻 譯 -- -- --   --罗

主 席 林懷之 關自達 -- --

領 詩 陳祖怡 周關卓姸 賴永敬 蔡林碧蓉

音樂同工 賴永敬 許傑靈 蔡鈞聖 蔡鈞穎

音 響 林文明 李羽田 梁玉龍 蔡宗霖

字 幕 鄧肇豪 羅智良 沈  紅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英文小組 以諾/心橋

      本堂崇拜 

本堂主日學

英語 粵語 華語

英語 粵語 華語   總計青少年 兒童          中英語聯合 兒童  

           梨城主日學

華語

  梨城崇拜

   222         53          172         54         66       

        54            35              41     22

     695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華語課程上午 9:15 – 10:30               粵語課程上午 11:00      華語課程上午 9:15 – 10:30               粵語課程上午 11:00 –– 12:15 12:15

團契小組的帶領與關顧     115室

教養子女的技巧              113室

主日學教師夏季讀書會     112室

價值觀重整                    217室

活出真我的價值            113室

  

      18     

                                               華語崇拜

【長老的資格】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2-8-14 上午11:00 

八月七日 上週奉獻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經常 $24,806.61 $ 1,290,409.18     $(180,266.04)   $(229,650.75)

本會建堂 200.00 $58,087.54 – –

   團契  

華語

 42 

粵語崇拜

【凡祈求的，就得著】

講員：關自達弟兄

2022-8-14 上午9:15 

          110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8/17)晚上七點半我們將會透過網路(Zoom)進行教會中文聯合禱告會，請使

用以下鏈接 hcc.lv/JointPrayer 讓我們藉著禱告互相守望，代禱。

教牧行蹤

曹惠基牧師自7/31至9/9由於家庭因素請假。譚聖欣牧師6月至8月安息年假。何金川

傳道8/16至8/18休假。Elise Tan姊妹8/16至8/18休假。

工作機會

教會誠征以下職位：全職-青少年傳道（梨城），半職-(HCC)IT人員，兒童事工行政

助理，兒童看顧人員。 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HCCJobs 

  活  動

  家  事

收集COVID-19 快速檢測盒

如果您有剩餘不用的快速檢測工具盒，請考慮透過宣教部捐贈給我們支持的宣教士。請將檢測

盒交到辦公室。也請記得，您也可以在USPS網站 special.usps.com/testkits 免費訂購快速檢測

盒。謝謝您的支持！

會員大會

今日(8/14)華語崇拜之後舉行。此次會員大會將對 Henry Ow 傳道按立牧師進行投票印證，請

各位會友準時參加。根據教會憲章，會友大會必須有會友過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若8月14

日出席人數不足，則需在8月21日再次召開。若這次人數依然不足夠，則將於8月28日重開第三

次會員大會，屆時無論出席人數多寡，投票結果便是有效。 

hcc.lv/GMM22

Meeting ID: 898 9935 6772

Passcode: 543612

中文學校

2022-23學年將於9/11開學，以實體教學為主。新開簡體學前班，簡體一年級和成人

繁體字班。新開班需要滿4位學生才開班。具體報名事項請使用以下鏈接：forms.gle /

RGqZ87sNvqfK72j19 

我們也需要有興趣参與中文學校事工的弟兄姐妹和我們一起來服事。如果有任何問題，請電郵: 

hccchineseschool@gmail.com

收集生活用品

為了歡迎並服務今年要來的新生，UH小組收集生活用品的捐獻，如你有合適學生使用的鍋碗瓢

盆，厨房小家電，請在8/7 - 8/14放在大廳的收集箱裏。

家庭生活事工

長輩健康講座將於9/23-9/24以實體和網上進行，關於健康、心理問題、失憶、失智、預防和長

者照顧。詳情請至hcc.lv/SCM22。

信仰之旅系列講座

我們如何預備我們的孩子在當今社會神的標準被忽略的壓力下堅持聖潔的生活方式？探索實用

的方法幫助他們澄清標準，并抓住異象去經歷神所期望的豐盛生命。誠邀您參加9/28（禮拜

日）晚8:30至9:30舉行的信仰之旅主題講座“貞潔”。

Zoom鏈接如下：https://hcchome.zoom.us/j/84156583738?pwd=MFlBOHRyQlFCN25Ud3l

DdzRLNittUT09.

CCF查經團契

將於九月八日, 週四早上 9:30 及九月九日, 週五晚上 7:30 開始查考 ”但以理書”, 今年仍以

Zoom 在網上進行。詳情見插頁，歡迎上網報名 http://www.ccfbible.org/new.htm。聯絡人：

李姊妹，ye.Lee.texas@gmail.com 。

網 上 奉 獻                主 日 週 報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 ：hccoffice@hcchome.org，謝謝。

午堂華語崇拜午堂華語崇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序樂序樂

宣召: 詩篇 30:4宣召: 詩篇 30:4

聖哉三一 / 有一位神聖哉三一 / 有一位神

深處的呼求 / 獻上感恩  深處的呼求 / 獻上感恩  

牧禱牧禱

讀經：提摩太前書 3:1-7讀經：提摩太前書 3:1-7

講道：長老的資格－講道：長老的資格－王天健牧師王天健牧師

主，我願像你主，我願像你

奉獻奉獻

歡迎 / 報告歡迎 / 報告

三一頌 / 祝福三一頌 / 祝福

阿們頌阿們頌

殿樂殿樂

序樂序樂

宣召: 詩篇 28:6-7宣召: 詩篇 28:6-7

擁戴耶穌為王  / 除祢以外擁戴耶穌為王  / 除祢以外

祢祢的名何其美 / 耶穌恩友的名何其美 / 耶穌恩友

牧禱牧禱

讀經：路加福音 11:5-13讀經：路加福音 11:5-13

講道：凡祈求的，就得著－關自達弟兄講道：凡祈求的，就得著－關自達弟兄

先求祂的國先求祂的國

奉獻奉獻

歡迎 / 報告歡迎 / 報告

三一頌 / 祝福三一頌 / 祝福

阿們頌阿們頌

殿樂殿樂

早堂粵語崇拜早堂粵語崇拜

上午9:15 – 10:30上午9:15 – 10:30

COVID 疫情更新

*根據CDC社區疫情評估級別，本週我們處於疫情 紅色（高風險）階段 

*請2歲及以上所有人在教會戴口罩。

COVID-19測試陽性自我報告

如果您測試為COVID陽性，請填寫鏈接中“COVID-19測試陽性自我報告”，來幫助

大家決定是否需要隔離或進行測試。謝謝理解與合作。 http://hcc.lv/covi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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