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12/4/2022 - 2/202312/4/2022 - 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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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9室

新生活               217室

舊約縱覽（3）      112室

馬太福音精讀（2）   115室

類型學：趣味閱讀歷史書   113室 

使徒行傳(1)      112室

出埃及記 114室

提摩太前書、後書研讀 217B室

福音研經班 5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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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㐊 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罗   --罗

主 席 李柏宏 關自達       --       --

領 詩 陳祖怡 周關卓姸 賴永敬 賴永敬

音樂同工 李念恩 賴永敬 蔡鈞聖 蔡鈞聖

音 響 林文明 梁正邦 陳閩星 陳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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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澤輝、曹雅文 浦晗、陳雯

午餐服事 -- --  以諾/心橋  暫停一次

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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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52.35 $ 7,052.35     $ (24,508.66)  $ 4146.84

本會建堂 $ 25.00 $ 25.00                                –                              –

梨城建堂 $ 100.00 $ 100.00 –                              –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梨城崇拜

總計英語 粵語 兒童青少年

42
華語

華語
9

  英語 兒童
-18  -

  青少年

       梨城主日學

251 66 183 84 720

本堂主日學

43 55
華語  英語

54
粵語

94
中英兒童 聯合崇拜

 FACEBOOK.COM/HOUSTONCHINESECHURCH
 FOLLOW US @ HCCHOME 

@HOUSTON.CHINESE.CHURCH

10305 SOUTH MAIN, HOUSTON, TX 77025 
TEL 713-663-7550  |  CH.HCCHOME.ORG

華語崇拜

洞見神的旨意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3-1-8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甘心慷慨行善

講員：方林浩長老

2023-1-8 上午9:15 

*2022 年終奉獻摘要將刊登在下週週報

構建願景，傳承使命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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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行蹤
曹惠基牧師於1/10-15/2023休假。何金川傳道於1/10-12/2023參加進修。王天健牧師於1/10/2023
休假。 

午餐
今主日1/8/2023午餐恢復。下主日1/15/2023午餐暫停一次。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半職中文行政助理。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 thomasw@hcchome.org。更多詳情
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活  動

  家  事

新生兒，新年，新設施

你對與HCC下一代人有多了解？今天1/8快來大廳領取嬰兒小測驗(二)。前三名獲勝者

將獲得免費午餐劵。

教會2022年費用報銷

請弟兄姐妹在1/8（下主日）之前將長執簽字的事工報銷單據交到財務部，以便盡快結

算2022年教會財務，謝謝合作。

2022年奉獻記錄

您的2022年HCC奉獻記錄將於一月底通過電郵發送給您，請不要在此之前索要。謝謝

合作。如果您的電郵地址改變，請告知treasurer@hcchome.org。如果您想領取紙質奉

獻記錄，今日開始請到辦公室登記，在2/5/2023之後到辦公室領取，謝謝合作。

歡送泰國宣教隊

將於今日1/8/2023下午12:30-3:30在青年中心歡送Angela, Danielle 和 Nathan 將去泰國宣教

的團隊，屆時會提供披薩和茶點。

聖經輔導研討會系列

於1/9/23開始，每隔一個禮拜一，晚上8點到9點。什麼是聖經輔導？為何輔導對地方教

會的生活是必要的？如何學習和運用聖經輔導？讓我們一起探討這些重要的問題，並學

習聖經輔導的基礎知識。你可以在此報名參加研討會hcc.lv/BiblicalCounselingWorkshop. 研
討會將以英文授課。如有任何問題請與John Hsieh johnhsieh83@gmail.com 聯絡。

兒童事工

兒童事工的政策是根據每個孩子的學校年級來安排班級。如果在教會兒童事工的年級

與他們的學校年級不一致，請通知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請家長注意，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或有嘔吐、發燒、喉嚨痛、流鼻涕等症狀，請不要將

他們送往課室，謝謝合作。詳情請聯絡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粵語慶新春

將於1/28禮拜六晚上5點至8點在教會小禮堂舉行，有迎春歡唱、豐富晚餐和精彩遊戲

節目，詳情請看夾頁。請大家邀請親戚朋友, 並向各粵語團契負責人報名。

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

如果你錯過拿到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的信封，請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捐贈筆記型電腦用於檔案儲存工作

教會辦公室正在尋找可用的舊筆記本電腦（運行Windows 7-10或OS X 10.4-10.13），

以用於檔案儲存的工作。如果您有不需要的筆記型電腦設備可以捐贈給教會，或者你

願意在周間幫助教會辦公室儲存檔案，請聯系 englishadmin@hcchome.org。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hcchome.org，謝謝。

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崇崇拜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108:1-4詩篇108:1-4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願你崇高願你崇高

神隱藏的道路 /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神隱藏的道路 /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牧禱牧禱

讀經：希伯來書11:1讀經：希伯來書11:1

講道：洞見神的旨意講道：洞見神的旨意—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建堂計畫見證分享建堂計畫見證分享

堅固磐石堅固磐石

宣教士差派禮 宣教士差派禮 

奉獻奉獻

歡迎 歡迎 / /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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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宣召：：詩篇116:12-14詩篇116:12-14

祢的名何其美 / 不要憂慮祢的名何其美 / 不要憂慮

 信心的等待 / 耶和華已指示 信心的等待 / 耶和華已指示

牧禱牧禱

建堂計畫見證分享建堂計畫見證分享

讀經：提摩太前書 6:17-19讀經：提摩太前書 6:17-19

講道：甘心慷慨行善－方林浩長老講道：甘心慷慨行善－方林浩長老

感恩歌感恩歌

宣教士差派禮 宣教士差派禮 

奉獻奉獻

歡迎 / 歡迎 / 報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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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於 我 們

疫情中教會設施狀況更新
曉士頓中國教會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室內聚會和活動。請點擊這裡瀏覽教會網站了解
教會在疫情中最新的處理狀況。

您是新來賓？
如果您是第一次來我們教會，我們很高興見到您！請填寫新來賓登記表，或是到新來

賓接待處填寫新來賓登記表。
主日週報和夾頁網上奉獻

COVID 疫情更新
黃色階段：中等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除非您密接

了COVID-19確診者， 出現COVID-19

症狀，COVID-19檢測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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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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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同工行蹤
曹惠基牧師於1/10-15/2023休假。何金川傳道於1/10-12/2023參加進修。王天健牧師於1/10/2023
休假。 

午餐
今主日1/8/2023午餐恢復。下主日1/15/2023午餐暫停一次。
工作機會
教會現招聘全職/半職中文行政助理。有意者請將履歷和求職信寄至 thomasw@hcchome.org。更多詳情
以及其他招聘職位詳情請參看網站 hcc.lv/opportunities。

  活  動

  家  事

新生兒，新年，新設施

你對與HCC下一代人有多了解？今天1/8快來大廳領取嬰兒小測驗(二)。前三名獲勝者

將獲得免費午餐劵。

教會2022年費用報銷

請弟兄姐妹在1/8（下主日）之前將長執簽字的事工報銷單據交到財務部，以便盡快結

算2022年教會財務，謝謝合作。

2022年奉獻記錄

您的2022年HCC奉獻記錄將於一月底通過電郵發送給您，請不要在此之前索要。謝謝

合作。如果您的電郵地址改變，請告知treasurer@hcchome.org。如果您想領取紙質奉

獻記錄，今日開始請到辦公室登記，在2/5/2023之後到辦公室領取，謝謝合作。

歡送泰國宣教隊

將於今日1/8/2023下午12:30-3:30在青年中心歡送Angela, Danielle 和 Nathan 將去泰國宣教

的團隊，屆時會提供披薩和茶點。

聖經輔導研討會系列

於1/9/23開始，每隔一個禮拜一，晚上8點到9點。什麼是聖經輔導？為何輔導對地方教

會的生活是必要的？如何學習和運用聖經輔導？讓我們一起探討這些重要的問題，並學

習聖經輔導的基礎知識。你可以在此報名參加研討會hcc.lv/BiblicalCounselingWorkshop. 研
討會將以英文授課。如有任何問題請與John Hsieh johnhsieh83@gmail.com 聯絡。

兒童事工

兒童事工的政策是根據每個孩子的學校年級來安排班級。如果在教會兒童事工的年級

與他們的學校年級不一致，請通知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請家長注意，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或有嘔吐、發燒、喉嚨痛、流鼻涕等症狀，請不要將

他們送往課室，謝謝合作。詳情請聯絡Mr. Frank  frankt@hcchome.org。

粵語慶新春

將於1/28禮拜六晚上5點至8點在教會小禮堂舉行，有迎春歡唱、豐富晚餐和精彩遊戲

節目，詳情請看夾頁。請大家邀請親戚朋友, 並向各粵語團契負責人報名。

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

如果你錯過拿到世界宣明會Chosen兒童資助計劃的信封，請到教會辦公室領取。

捐贈筆記型電腦用於檔案儲存工作

教會辦公室正在尋找可用的舊筆記本電腦（運行Windows 7-10或OS X 10.4-10.13），

以用於檔案儲存的工作。如果您有不需要的筆記型電腦設備可以捐贈給教會，或者你

願意在周間幫助教會辦公室儲存檔案，請聯系 englishadmin@hcchome.org。
 請將所有要刋登週刋的資料於禮拜三中午之前電郵至：chineseadmin@hcchome.org，謝謝。

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崇崇拜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108:1-4詩篇108:1-4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願你崇高願你崇高

神隱藏的道路 /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神隱藏的道路 /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牧禱牧禱

讀經：希伯來書11:1讀經：希伯來書11:1

講道：洞見神的旨意講道：洞見神的旨意—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建堂計畫見證分享建堂計畫見證分享

堅固磐石堅固磐石

宣教士差派禮 宣教士差派禮 

奉獻奉獻

歡迎 歡迎 / /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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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宣召：：詩篇116:12-14詩篇116:12-14

祢的名何其美 / 不要憂慮祢的名何其美 / 不要憂慮

 信心的等待 / 耶和華已指示 信心的等待 / 耶和華已指示

牧禱牧禱

建堂計畫見證分享建堂計畫見證分享

讀經：提摩太前書 6:17-19讀經：提摩太前書 6:17-19

講道：甘心慷慨行善－方林浩長老講道：甘心慷慨行善－方林浩長老

感恩歌感恩歌

宣教士差派禮 宣教士差派禮 

奉獻奉獻

歡迎 / 歡迎 / 報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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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於 我 們

疫情中教會設施狀況更新
曉士頓中國教會歡迎大家參加我們的室內聚會和活動。請點擊這裡瀏覽教會網站了解
教會在疫情中最新的處理狀況。

您是新來賓？
如果您是第一次來我們教會，我們很高興見到您！請填寫新來賓登記表，或是到新來

賓接待處填寫新來賓登記表。
主日週報和夾頁網上奉獻

COVID 疫情更新
黃色階段：中等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除非您密接

了COVID-19確診者， 出現COVID-19

症狀，COVID-19檢測為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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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成人主日學

12/4/2022 - 2/202312/4/2022 - 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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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9室

新生活               217室

舊約縱覽（3）      112室

馬太福音精讀（2）   115室

類型學：趣味閱讀歷史書   113室 

使徒行傳(1)      112室

出埃及記 114室

提摩太前書、後書研讀 217B室

福音研經班 5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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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㐊 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罗   --罗

主 席 李柏宏 關自達       --       --

領 詩 陳祖怡 周關卓姸 賴永敬 賴永敬

音樂同工 李念恩 賴永敬 蔡鈞聖 蔡鈞聖

音 響 林文明 梁正邦 陳閩星 陳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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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澤輝、曹雅文 浦晗、陳雯

午餐服事 -- --  以諾/心橋  暫停一次

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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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52.35 $ 7,052.35     $ (24,508.66)  $ 4146.84

本會建堂 $ 25.00 $ 25.00                                –                              –

梨城建堂 $ 100.00 $ 100.00 –                              –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梨城崇拜

總計英語 粵語 兒童青少年

42
華語

華語
9

  英語 兒童
-18  -

  青少年

       梨城主日學

251 66 183 84 720

本堂主日學

43 55
華語  英語

54
粵語

94
中英兒童 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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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

洞見神的旨意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3-1-8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甘心慷慨行善

講員：方林浩長老

2023-1-8 上午9:15 

*2022 年終奉獻摘要將刊登在下週週報

構建願景，傳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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