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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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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鄭忠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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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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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4.00 $1,319,560.83     $(236,989.06)   $(217,471.83)

本會建堂  $5,100.00 $63,247.76                                –                              –

梨城建堂 $700.00 $55,231.56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方林浩長老   鄭浩賢牧師㐊  鄭忠禎牧師  王天健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李羽田 何惠清 --       --

領 詩 李志成 吳宇恆 蔡林碧蓉 黃志宏

音樂同工 李念恩 賴永敬 蔡鈞穎 賴永敬

音 響 梁正邦 呂安滴 蔡宗霖     陳閩星

字 幕 陳潔怡 余葆恩 沈  紅 謝嘉華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 --

午餐服事 -- -- 英文小組 午膳暫停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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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俊文傳道外出服事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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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通告

9/4 (下主日) 午膳暫停一次。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方林浩長老致謝，求神賜他身體健康，繼續忠心服事主。

粵語福音主日崇拜

謹定於九月十一日(主日) 舉行粵語福音主日崇拜，請代禱並邀請未信主的朋友和親戚參加。

粵語慶中秋

2022年粵語慶中秋將在9/10 (禮拜六) 晚上6-9時在流動課室511舉行，每份晚膳為$10。

報名請聯絡Sidney/Alex/Joey，並請邀請未信主親友 。

歐俊文傳道按牧典禮

謹訂於九月十日(禮拜六)下午三時在本會大禮堂舉行。誠邀會眾出席觀禮，會後在小堂禮備有茶

點招待。詳情和請柬請點到：hcc/lv/ordination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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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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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今日(8/28)晚上7:30-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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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年華長輩退修會

姊妹教會聯合長輩退修會將於九月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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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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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擴堂計劃說明會

將於9月11日（週日）晚上七時以Zoom進行。歡迎您參加，來關心瞭解擴堂計劃如何幫助教會

在往後數十年堅固各項事工，完成神托付的願景。

Zoom Meeting ID: 852 4007 4706     Passcode: 2022
秋季成人主日學

粵語班將於下主日9/4開始上課，華語班將於9/11開課。課程介紹請參看夾頁。

新季兒童Awana

已經開始接受報名，請點擊這裡註冊：hcc.lv/Awana22-23
更多有關詳情請瀏覽：en.hcchome.org/children/a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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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篇宣召: 詩篇 100篇

你是我神 / 投靠者的讚美你是我神 / 投靠者的讚美

呚耶穌付贖價 / 我的生命獻給你  呚耶穌付贖價 / 我的生命獻給你  

牧禱牧禱

讀經：提摩太前書 3:8-13讀經：提摩太前書 3:8-13

講道：執事的職責講道：執事的職責和和操守操守－－鄭忠禎牧師鄭忠禎牧師

我的生命獻給你我的生命獻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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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3宣召: 詩篇 40:1-3

祢是榮耀的君王 / 祢是我惟一的倚靠祢是榮耀的君王 / 祢是我惟一的倚靠

每一天 / 誰曾應許每一天 / 誰曾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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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秋季成人主日學課程簡介 

(2022/9月至 2022/11月) 

 

華語課程 (9 月 11 日開課，上午 9:15) 
 

認識神 (1):         219 教室 

教師：王偉，黄志宏，王珅，浦晗 

認識神主日學幫助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清楚地了解耶穌基督的福音，系統的建立信仰的

架構，深入了解信仰的本質，並增加信仰知識的面向。課程用豐富的 PPT教學資源，從

自然，科學，哲學，歷史，聖經全面了解基督信仰，讓我們看見神的道超越人的智慧，

使我們信的有根有基，一起在神的真理上生根建造。認識神共 3季课程，認識神 (1) 將

討論神，人，罪和救恩的問題。 

 
新生命          217 教室 

教師：黃澄清，蔣萌 

《新生命》是大使命門徒訓練的第一階段課程。 《新生命- 福音性查經》適用於任何

人。慕道友和基督徒，尤其是初信者通過這門課了解聖經中基要真理，掌握新生命橋個

人佈道法，並背誦 23條最重要的經文。我們以聖經為本，探討信仰最基本的問題，融

匯舊約和新約的眾多經節，帶領慕道者和基督徒認識聖父、聖子、聖靈，和新生命是何

等寶貴，使信徒系統地掌握福音的最基要的真理--五大奧秘，從而使信徒成為主的門徒，

並能有效地傳全備的福音。 

《新生命》的 12次查經主題： 

新生命與聖經，新生命的必要性，新生命與神的屬性，新生命與耶穌基督的屬性，新生

命與耶穌基督的生平，新生命與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新生命與耶穌基督的複活，新生命

與耶穌基督的再來，新生命與重生，新生命與得救的確據，新生命與聖靈充滿，新生命

與教會。 
 

舊約縱覽 2（《約書亞記》～《尼希米記》）        112教室 

教師：葉景兆、秦曉郢、姬倩嵐、阮國華 

通過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從輝煌到亡國的歷史，認識敗壞的人性無法守約、向神忠心；

看見信實的神如何在歷史中按著所立的約帶領、管教、復興祂的子民，並按祂的計劃為

世人預備未來的救贖者。幫助我們的信念得以堅定——救恩出於耶和華。 
 
《馬太福音》精讀（一）                       115教室  

教師：胡少文，夏佃仁，孫宏橋，楊檳         

基督徒成長的目標就是讓基督漸漸成形在我們的生命中，效法基督是我們一生努力的方

向。耶穌基督的生命與使命如何隱藏神的奧祕，智慧和知識？他的說話行事如何彰顯神

豐盛的本性？我們期望通過研讀《馬太福音》1-15章，嘗試從文學、歷史、神學與應

用等不同的視角來對經文仔細解析，幫助我們對救主的生命有更深度與廣度的理解和學

習。 

舊約研讀：利未記        113教室 

教師：熊耐柏，劉冬，蔡鈞聖，羅守威 

本書是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時，接受神藉著摩西所頒布的律法。從表面看，本書

內容是神對舊約時以色列人的敬拜要求，但實際上本書的誡命、律例、典章豐富得表現

出神的主權、慈愛、信實、聖潔，和救贖計劃。弟兄姐妹可以透過本課程更加認識神, 從

當時神頒佈給以色列人的律法中, 明白神對祂子民的要求是什麼, 並應用在生活中, 藉

著敬拜到神面前, 藉著聖潔的生活與神同行。 

 

以福音塑造的敬拜        214教室 

教師：賴永敬 

對於許多基督徒來說，敬拜是發生在主日早晨集體唱詩敬拜、禱告的那一個小時中。然

而，聖經透露了比這更大的敬拜視野，并如何塑造我們的生命。因此，什麼是敬拜？當

我們主日聚集在一起成為“教會”的時候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此目的又是與我們週間

的生活有何關係？當我們一同查考聖經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敬拜的真義是超越我們所認

為的，是與我們全人的生命有關的。此課程將挑戰我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敬拜我們的神。 

 

 

粵語課程(9月 4日開課，上午 11:00) 

路得記                                                   

教師: 關自達, 何潔麗, 盧興儀, 潘毅良傳道  

路得記講述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見到神恩典的故事。這件事發生於士師時代, 以色

列人不順服神又拜偶像，到處充滿強暴。然而在這危機四伏的時代之中，仍有信從神的

人，神亦藉著他們工作。不管世界看來怎樣令人失望灰心或充滿敵意，總有人信從神。

凡對祂顯出赤誠的人，祂都能使用，來達到祂的目的。讀這卷書你會得到啟迪和鼓舞。 

 
「疫」來順「授」           

教師：何惠清、鍾玉蘭、鄧肇豪、古永祥，孫捷、覃家榮 

雖然經過兩年半新冠疫情的困擾，慶幸弟兄姐妹居家潛修聖經時間反而更多，加上網上

研經學習機會亦明顯增加，所以老師們會在這秋季主日學期間將各人近期所得結集後與

大家分享，故命今季主題為：「疫」來順「授」。由於各位老師研習的課題不一致，十三

週的內容將會涉及新舊約不同的書卷。 

 
提摩太前書, 後書            

教師：溫陳績芬, 李羽田 

提摩太前書: 保羅向提摩太重申昔日的囑咐，叫他在以弗所謹守真理、抵擋異端。另外

指示他崇拜應有的秩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並教導他如何牧養各種不同的信徒。 

提摩太後書: 保羅殉道在即，對神的信心仍堅定不移，乃將個人事主的態度、信念、內

心的感受一一告知提摩太，藉此鼓勵他為基督忍受一切，完成傳福音的職務；並囑咐他

自守及竭力抵擋異端。這卷書可謂「保羅的遺囑與凱歌」，感人至深，對各時代的基督

徒發出同樣挑戰。 



 
2022年秋季成人主日學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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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OUTH MAIN, HOUSTON, TX 77025 

TEL 713-663-7550  |  FAX 713-663-6896  |  HCCHOME.ORG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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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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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的職責和操守】

講員：鄭忠禎牧師

2022-8-28 上午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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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神的應許上】

講員：方林浩長老

2022-8-28 上午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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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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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94.00 $1,319,560.83     $(236,989.06)   $(217,471.83)

本會建堂  $5,100.00 $63,247.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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