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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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方林浩長老㐊 黃志宏長老  鄭忠禎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關自達 李羽田 -- --

領 詩 陳仲強 李志成 蔡林碧蓉 蔡林碧蓉

音樂同工 許傑靈 李念恩 蔡鈞聖 蔡鈞穎

音 響 李羽田 梁正邦 蔡宗霖 蔡宗霖

字 幕 羅智良 陳潔怡 沈  紅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以諾/心橋 英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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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城主日學

華語

  梨城崇拜

   208        56          184         50          58       

        49           45              41     28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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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崇拜

【失焦與聚焦】

講員：黃志宏長老

2022-8-21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101 

粵語崇拜

【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2-8-21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7        28

  18      

71

  青少年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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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7.65 $ 1,307,066.83     $(185,844.58)   $(269,435.20)

本會建堂                 60.22                  $58,147.76                                –                              –

梨城建堂                     $550.00                  $54,531.56 –                              –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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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投票結果
在2022年8月14日舉行的印證歐俊⽂傳道按⽴牧師的會員大會中，我們共收到348張有效選
票，其中338票支持，9票無意見，1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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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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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同工消息
趙田兵姐妹（盧師母）於7/29辭去中文行政助理的職位。田兵姐妹在本會服事了六年，
我們真摯感謝她過去在教會中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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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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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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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22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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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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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上網報名http://www.ccfbible.org/new.htm。

聯絡人：李姊妹，ye.Lee.texas@gmail.com 。

國語團契部線上講座

將於8/28晚上8:00-9:30舉行，特別邀請Jonathan Huang分享“Missional Multiplying Small 

Groups”（英文講解），介紹英文部的小組事工是如何開展起來的，以及小組聚會的特點，要

素，長處和挑戰等，歡迎參加：

https://hcchome.zoom.us/j/83904622520?pwd=R3JydmRvRkh6cnpaQy8rcmhpQ0hTQT09
Meeting ID: 839 0462 2520
Passcode: 123

Rice學生團契

將於8/26（週五）晚6-9點在小禮堂舉辦2022迎新晚會，如果您可以參與接送，準備菜餚，幫忙

場地佈置，或者做友好家庭，請於8/24（週三）前跟胡少文弟兄聯繫(hushaowen@gmail.com)。  

金色年華長輩退修會

姊妹教會聯合長輩退休會將於九月十七日（星期六）早上8:30到下午3:30在本教會舉行，報名

費十元（含早、午餐）請於九月十一日之前向李湘泉弟兄（281-896-7279） 報名參加。

休士頓歡迎難民， 8月28日說明會

休士頓歡迎難民組織(HWR)將於8月28日下午一點至兩點在本教會411教室舉辦說明會，提供機

構資訊以及參與安頓難民的事工的方式。請在這個鏈接注冊 tinyurl.com/hcchwr 。也歡迎您參

考他們網頁 houstonwelcomesrefugees.com 更加瞭解這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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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4宣召: 詩篇 63:1-4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呚敬拜主 /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呚敬拜主 /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牧禱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6:35讀經：約翰福音 6:35

講道：失焦與聚焦－講道：失焦與聚焦－黃志宏長老黃志宏長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介紹洗禮者 / 介紹新會友介紹洗禮者 / 介紹新會友

奉獻 / 奉獻 / 歡迎 / 報告歡迎 / 報告

洗禮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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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2宣召: 詩篇 138:1-2

祢的信實廣大 / 獻給我天上的主祢的信實廣大 / 獻給我天上的主

除祢以外 / 唯獨有祢除祢以外 / 唯獨有祢

牧禱牧禱

讀經：腓立比書 3:1-11讀經：腓立比書 3:1-11

講道：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潘毅良傳道講道：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潘毅良傳道

從前所珍愛從前所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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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cc.lv/JointPrayer
http://hcc.lv/HCCJobs 
http://special.usps.com/testkits
http://forms.gle/RGqZ87sNvqfK72j19
http://forms.gle/RGqZ87sNvqfK72j19
mailto:hccchineseschool%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SCM22chinese
https://hcchome.zoom.us/j/84156583738?pwd=MFlBOHRyQlFCN25Ud3lDdzRLNittUT09
https://hcchome.zoom.us/j/84156583738?pwd=MFlBOHRyQlFCN25Ud3lDdzRLNittUT09
http://www.ccfbible.org/new.htm
mailto:ye.Lee.texas%40gmail.com?subject=
https://hcchome.zoom.us/j/83904622520?pwd=R3JydmRvRkh6cnpaQy8rcmhpQ0hTQT09
mailto:hushaowen@gmail.com
http://tinyurl.com/hcchwr
http://houstonwelcomesrefuge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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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輩很重要 - 講座 - 9 ⽉ 23 ⾄ 24 ⽇ 
家庭⽣活事⼯將於 9 ⽉ 23 ⾄ 24 ⽇（星期五-星期六）舉辦實體和線上講座，主題為“關懷⻑輩很
重要”。主要的講員為⽼年科醫⽣ Cecilia Cai。屆時也有座談會，參與的講員除了有 Cecilia Cai
醫⽣，也有精神科醫⽣ John Hsieh 以及專業醫療社⼯ Melody Lin。 

9 ⽉ 23 ⽇，星期五，7:30-9:00 PM - 主題講座 - 座談會（英語傳講） 
• 講員：Cecilia Cai 醫⽣ 
• 題⽬：健康⽼齡化的要素 - 對⾝體⾃然⽼化的簡述，以及維持健康的要素 
• 座談會：Cecilia Cai 醫⽣、John Hsieh 醫⽣、專業醫療社⼯ Melody Lin 
• 地點：曉⼠頓中國教會禮堂以及 Zoom 線上直播 

9 ⽉ 24 ⽇，星期六，Zoom 線上座談會 
• 9:00-10:15 AM - 記憶喪失以及失智（英語傳講）- Cecilia Cai 醫⽣ - 討論記憶喪失

的範圍，從輕度的認知障礙到失智的層⾯、加強認知能⼒的⽅法、照顧失智的⾄
親。 

• 10:30-11:45 AM - 兩個研討會 
o 如何⿎勵⻑輩（英語研討會）- John Hsieh 醫⽣ - 討論⻑輩常會遇⾒的

問題，包括⾝體退化、⾯對⾄親去世等等。也討論如何在這些困難中，
使⽤神的話來⿎勵他們。 

o 醫療照護事先指⽰ Advance Directive （華語研討會）- 專業醫療社⼯
Melody Lin 

• 2:00-3:15 PM - 各種⻑輩關懷服務（英語傳講）- Cecilia Cai 醫⽣ - 概括性介紹在美
國對於⻑輩所有的醫療服務。 

• 3:30-4:45 PM - 醫療照護事先指⽰（英語傳講）- 專業醫療社⼯ Melody Lin - 何謂
醫療照護事先指⽰？如何為醫療照護做事先的指⽰？⼈⼈是否都需要做醫療照護事
先指⽰？此研討會的⽬的是對醫療照護事先指⽰的事宜提供建議，以及制定醫療照
護事先指⽰的利與弊。 

Cecilia Cai 醫⽣是來⾃⾺⾥蘭州的⽼年科醫⽣。她在復建機構和護理機構中擔任醫
療主任和主治醫⽣。她完成了內科住院醫⽣的訓練，以及 Baylor 醫學院的質量改
進和病患安全的⾼級住院醫⽣訓練。她也在 John Hopkins ⼤學完成⽼年科協會
訓，現任該協會的⽼師。 

John Hsieh 醫⽣出⽣於台灣，畢業於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他也在
Baylor 醫學院完成精神科以及⾏為科的住院醫⽣訓練，如今在該醫學院任職助理教
授。他幫助過各種情緒疾病的成⼈，包括有憂鬱、焦慮、躁鬱症的⼈。除了醫療⽅
⾯的治療，他也對聖經輔導學有興趣，如今正在考取相關⽅⾯的證書。 

專業醫療社⼯ Melody Lin 本科畢業於台灣，主修⽣物。此外也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獲得社會⼯作碩⼠學位。⾄ 1981 年開始，她在不同的社區、社區服務機
構、療養院中擔任⽼年社⼯和安寧社⼯。她被國家⼼理健康研究所提名為研究資助
提案的公共審查員。她曾在台灣亞洲⼤學擔任家庭社⼯的教授。⾃ 2013 年開始，她
開始提供私⼈服務，也常受邀演講關於⽼年、安寧、和精神健康相關的課題。她也

曾擔任地⽅、州、和全國層⾯各種公共政策的委員會委員。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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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投票結果
在2022年8月14日舉行的印證歐俊⽂傳道按⽴牧師的會員大會中，我們共收到348張有效選
票，其中338票支持，9票無意見，1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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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長處和挑戰等，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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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學生團契

將於8/26（週五）晚6-9點在小禮堂舉辦2022迎新晚會，如果您可以參與接送，準備菜餚，幫忙

場地佈置，或者做友好家庭，請於8/24（週三）前跟胡少文弟兄聯繫(hushaowen@gmail.com)。  

金色年華長輩退修會

姊妹教會聯合長輩退休會將於九月十七日（星期六）早上8:30到下午3:30在本教會舉行，報名

費十元（含早、午餐）請於九月十一日之前向李湘泉弟兄（281-896-7279） 報名參加。

休士頓歡迎難民， 8月28日說明會

休士頓歡迎難民組織(HWR)將於8月28日下午一點至兩點在本教會411教室舉辦說明會，提供機

構資訊以及參與安頓難民的事工的方式。請在這個鏈接注冊 tinyurl.com/hcchwr 。也歡迎您參

考他們網頁 houstonwelcomesrefugees.com 更加瞭解這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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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4宣召: 詩篇 63:1-4

歌頌父神偉大權能歌頌父神偉大權能

呚敬拜主 /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呚敬拜主 / 耶穌是我親愛牧人  

牧禱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6:35讀經：約翰福音 6:35

講道：失焦與聚焦－講道：失焦與聚焦－黃志宏長老黃志宏長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介紹洗禮者 / 介紹新會友介紹洗禮者 / 介紹新會友

奉獻 / 奉獻 / 歡迎 / 報告歡迎 / 報告

洗禮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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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2宣召: 詩篇 138:1-2

祢的信實廣大 / 獻給我天上的主祢的信實廣大 / 獻給我天上的主

除祢以外 / 唯獨有祢除祢以外 / 唯獨有祢

牧禱牧禱

讀經：腓立比書 3:1-11讀經：腓立比書 3:1-11

講道：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潘毅良傳道講道：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潘毅良傳道

從前所珍愛從前所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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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cc.lv/JointPrayer
http://hcc.lv/HCCJobs 
http://special.usps.com/testkits
http://forms.gle/RGqZ87sNvqfK72j19
http://forms.gle/RGqZ87sNvqfK72j19
mailto:hccchineseschool%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SCM22chinese
https://hcchome.zoom.us/j/84156583738?pwd=MFlBOHRyQlFCN25Ud3lDdzRLNittUT09
https://hcchome.zoom.us/j/84156583738?pwd=MFlBOHRyQlFCN25Ud3lDdzRLNittUT09
http://www.ccfbible.org/new.htm
mailto:ye.Lee.texas%40gmail.com?subject=
https://hcchome.zoom.us/j/83904622520?pwd=R3JydmRvRkh6cnpaQy8rcmhpQ0hTQT09
mailto:hushaowen@gmail.com
http://tinyurl.com/hcchwr
http://houstonwelcomesrefugees.com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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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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方林浩長老㐊 黃志宏長老  鄭忠禎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關自達 李羽田 -- --

領 詩 陳仲強 李志成 蔡林碧蓉 蔡林碧蓉

音樂同工 許傑靈 李念恩 蔡鈞聖 蔡鈞穎

音 響 李羽田 梁正邦 蔡宗霖 蔡宗霖

字 幕 羅智良 陳潔怡 沈  紅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以諾/心橋 英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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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城主日學

華語

  梨城崇拜

   208        56          184         50          58       

        49           45              41     28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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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崇拜

【失焦與聚焦】

講員：黃志宏長老

2022-8-21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101 

粵語崇拜

【丟棄萬事 得著基督】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2-8-21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7        28

  18      

71

  青少年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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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7.65 $ 1,307,066.83     $(185,844.58)   $(269,435.20)

本會建堂                 60.22                  $58,147.76                                –                              –

梨城建堂                     $550.00                  $54,531.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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