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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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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71          211         54          87       

        75            44              36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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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神（1）      219室

新生命               217室

舊約縱覽 （2）      112室

馬太福音精讀（一）   115室

舊約研讀：利未記 113室

以福音塑造的敬拜 214室

路得記              112室

「疫」來順「授」 114室

提摩太前書、後書 218B室
華語崇拜

【敬虔的真諦】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2-9-4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112 

粵語崇拜

【耶穌在海上行走】

講員：鄭浩賢牧師

2022-9-4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5        31

  14      

67

  青少年

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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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7.15 $1,414,707.98     $(163,568.06)   $(128,023.56)

本會建堂  $1,650.22 $64,897.98                                –                              –

梨城建堂 $2,800.95 $58,032.51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鄭浩賢牧師   潘毅良傳道㐊  王天健牧師  鄭忠禎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何惠清 李柏宏 --       --

領 詩 吳宇恆 陳祖怡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賴永敬 李念恩 賴永敬 蔡鈞聖

音 響 呂安滴 林文明 梁玉龍     陳閩星

字 幕 余葆恩 鄧肇豪 謝嘉華 謝嘉華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午膳暫停 愛華團契

兒童

12        33     

          新一季主日學於 9/11開始           新一季主日學於本主日開始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 ( 9/7 ) 晚上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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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俊文傳道外出服事9/2-9/4。     
潘小玲傳道9/5-9/7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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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午膳暫停一次。教會辦公室禮拜二(9/6)勞工節休假一天。

衷心致哀
顏恩賲（Paul Ngan）弟兄於8/25安息主懷。過行簡（Hardy Guo）弟兄於8/27安息主懷。
求主安慰家人。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鄭浩賢牧師致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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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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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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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備有兒童看顧但須要上綱預約。假如您無法到場參加按牧典禮，您可以透過Zoom 觀

禮。詳情、請柬和Zoom聯接請點擊：hcc.lv/ordination22 。
中文學校

2022-23學年將於9/11開學，以實體教學為主。實體上課時間為星期日下午1:30-3:30 在教會，

網課上課具體時間由老師分別通知。 9/11下午2:15-3:30在小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和中秋節慶祝活

動，歡迎家長參加。如果有問題，請電郵 hccchineseschool@gmail.com 。

CCF查經團契

CCF查經團契，將於 9/8，週四早上 9:30 及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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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研讀聖經 (BSF)

將於9/13日開紿。詳情請聯絡：婦女組負責人陸國儀((Betty Hu) 832-773-1008、或翁惠榮

(Irene Kwan) 832-217-4767。男士組負責人：貟軍(Jun Yun) jyun07@gmail.com 。

金色年華長輩退修會

姊妹教會聯合長輩退修會將於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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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前向李湘泉弟兄（281-896-7279）報名參加。

教會擴堂計劃說明會

將於9/11（週日）晚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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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班今天(9/4)開始上課，華語班將於9/11開課。課程及課室請參看程序表最後一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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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0宣召: 詩篇 64:9-10

掌權的神 / 一切歌頌讚美掌權的神 / 一切歌頌讚美

呚深處的呼求 / 愛，我願意  呚深處的呼求 / 愛，我願意  

牧禱牧禱

讀經：提摩太前書 3:14-4:10讀經：提摩太前書 3:14-4:10

講道：敬虔的真諦－講道：敬虔的真諦－王天健牧師王天健牧師

主是我萬有主是我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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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宣召: 詩篇 125:1-2

歡唱頌揚 / 如鷹展翅歡唱頌揚 / 如鷹展翅

祂的一生 /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祂的一生 /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牧禱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6:16-25讀經：約翰福音 6:16-25

講道：耶穌在海上行走－鄭浩賢牧師講道：耶穌在海上行走－鄭浩賢牧師

信靠順服信靠順服

虔守主餐虔守主餐(祢的餅，祢的杯)(祢的餅，祢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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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中等風險）階段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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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cc.lv/JointPrayer
https://en.hcchome.org/news-events/job-opportunities
http://hcc/lv/ordination22
mailto:hccchineseschool%40gmail.com?subject=
http://www.ccfbible.org/new.htm
mailto:ye.Lee.texas%40gmail.com?subject=
mailto:jyun07%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Awana22-23
http://en.hcchome.org/children/awana
https://ch.hcchome.org/node/583
https://ch.hcchome.org/%E8%B3%87%E6%BA%90/%E4%B8%AD%E6%96%87%E4%B8%BB%E6%97%A5%E5%B4%87%E6%8B%9C%E9%80%B1%E5%A0%B1
http://hcc.lv/covidreport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 ( 9/7 ) 晚上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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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俊文傳道外出服事9/2-9/4。     
潘小玲傳道9/5-9/7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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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午膳暫停一次。教會辦公室禮拜二(9/6)勞工節休假一天。

衷心致哀
顏恩賲（Paul Ngan）弟兄於8/25安息主懷。過行簡（Hardy Guo）弟兄於8/27安息主懷。
求主安慰家人。

  活  動

  家  事

衷心致謝

我們向在粵語堂證道的鄭浩賢牧師致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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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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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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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備有兒童看顧但須要上綱預約。假如您無法到場參加按牧典禮，您可以透過Zoom 觀

禮。詳情、請柬和Zoom聯接請點擊：hcc.lv/ordination22 。
中文學校

2022-23學年將於9/11開學，以實體教學為主。實體上課時間為星期日下午1:30-3:30 在教會，

網課上課具體時間由老師分別通知。 9/11下午2:15-3:30在小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和中秋節慶祝活

動，歡迎家長參加。如果有問題，請電郵 hccchineseschool@gmail.com 。

CCF查經團契

CCF查經團契，將於 9/8，週四早上 9:30 及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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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研讀聖經 (BSF)

將於9/13日開紿。詳情請聯絡：婦女組負責人陸國儀((Betty Hu) 832-773-1008、或翁惠榮

(Irene Kwan) 832-217-4767。男士組負責人：貟軍(Jun Yun) jyun07@gmail.com 。

金色年華長輩退修會

姊妹教會聯合長輩退修會將於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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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之前向李湘泉弟兄（281-896-7279）報名參加。

教會擴堂計劃說明會

將於9/11（週日）晚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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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班今天(9/4)開始上課，華語班將於9/11開課。課程及課室請參看程序表最後一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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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0宣召: 詩篇 64:9-10

掌權的神 / 一切歌頌讚美掌權的神 / 一切歌頌讚美

呚深處的呼求 / 愛，我願意  呚深處的呼求 / 愛，我願意  

牧禱牧禱

讀經：提摩太前書 3:14-4:10讀經：提摩太前書 3:14-4:10

講道：敬虔的真諦－講道：敬虔的真諦－王天健牧師王天健牧師

主是我萬有主是我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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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宣召: 詩篇 125:1-2

歡唱頌揚 / 如鷹展翅歡唱頌揚 / 如鷹展翅

祂的一生 /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祂的一生 /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牧禱牧禱

讀經：約翰福音 6:16-25讀經：約翰福音 6:16-25

講道：耶穌在海上行走－鄭浩賢牧師講道：耶穌在海上行走－鄭浩賢牧師

信靠順服信靠順服

虔守主餐虔守主餐(祢的餅，祢的杯)(祢的餅，祢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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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中等風險）階段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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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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cc/lv/ordination22
mailto:hccchineseschool%40gmail.com?subject=
http://www.ccfbible.org/new.htm
mailto:ye.Lee.texas%40gmail.com?subject=
mailto:jyun07%40gmail.com?subject=
http://hcc.lv/Awana22-23
http://en.hcchome.org/children/awana
https://ch.hcchome.org/node/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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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cc.lv/covi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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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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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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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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縱覽 （2）      112室

馬太福音精讀（一）   115室

舊約研讀：利未記 113室

以福音塑造的敬拜 2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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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來順「授」 114室

提摩太前書、後書 218B室
華語崇拜

【敬虔的真諦】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2-9-4 上午11:00 

   團契  

華語

 112 

粵語崇拜

【耶穌在海上行走】

講員：鄭浩賢牧師

2022-9-4 上午9:15 

      華語 兒童  英語

      15        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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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

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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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47.15 $1,414,707.98     $(163,568.06)   $(128,023.56)

本會建堂  $1,650.22 $64,897.98                                –                              –

梨城建堂 $2,800.95 $58,032.51 –                              –

粵 語 崇 拜 華 語 崇 拜

 本主日 下主日 本主日 下主日

講 員 鄭浩賢牧師   潘毅良傳道㐊  王天健牧師  鄭忠禎牧師师

翻 譯 -- -- --   --罗

主 席 何惠清 李柏宏 --       --

領 詩 吳宇恆 陳祖怡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賴永敬 李念恩 賴永敬 蔡鈞聖

音 響 呂安滴 林文明 梁玉龍     陳閩星

字 幕 余葆恩 鄧肇豪 謝嘉華 謝嘉華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劉玉珍/陸麗兒    -- --

午餐服事 -- -- 午膳暫停 愛華團契

兒童

12        33     

          新一季主日學於 9/11開始           新一季主日學於本主日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