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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講員：鄭忠禎牧師

2023-2-5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聽見、看見、知道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3-2-5 上午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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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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鄭忠禎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何惠清 李柏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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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安滴 林文明 梁玉龍 梁玉龍

字 幕 陳潔怡 羅智良 謝嘉華/周建玲 謝嘉華/周建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劉玉珍/陸麗兒 何永生/陳曉雪 陳冠廷/朱翠華

午餐服事 -- -- 愛 華 英文小組

奉獻 一月廿九日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69,354.91 $120,508.41 $35,843.69 $65,810.35

梨城經常 $7,465.00 $17,168.00 - -

本會建堂 $8,038.11 $10,513.11 - -

本會建堂認獻 $9,000.50 $18,600.50 - -

梨城建堂 $2,659.19 $3,359.19 - -

本會植堂 $ -- $700.00 - -

2022年終奉獻與開支
總結（更新）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2,756,144.22 $307,959.50 $570,404.26

本會建堂 $479,617.66 - -

梨城建堂 $89,643.08 - -

*2022年終奉獻總結已更新。請參閱下面的更新數字。

http://Facebook.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twitter.com/HCCHome
https://www.instagram.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Houston+Chinese+Church/@29.6729447,-95.4322389,17z/data=!3m1!4b1!4m5!3m4!1s0x8640ea83da2bebff:0xd0bb26f45c75fbec!8m2!3d29.6729447!4d-95.4300502
https://ch.hcchome.org/


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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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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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與辦公室同工行蹤
歐俊文牧師於2/6-18休假。

檔案項目志願者
HCC辦公室正在為教堂開展幾個資料整理項目。如果您想在工作日幫忙輸入資料，請
聯繫 englishadmin@hcchome.org 。

活 動

家 事

2022年奉獻記錄
您的 2022 HCC 奉獻記錄已於上週通過電郵發送到您提供給我們的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您沒有在收件箱中看到郵件，請到垃圾郵件查看。 如果仍然找不到，請聯繫
treasurer@hcchome.org。如果您想領取紙質奉獻記錄，請到辦公室登記，您可以
在下週日領取。

建堂認獻線上奉獻新代碼
如果你想通過在線PayPal Giving Fund開始履行你對建堂基金的認獻，請使用「25」
作為奉獻金額的「分」單位（例如$xxx.25）。如果你沒有認獻但仍想為建堂奉獻，
請使用「22」作為奉獻金額的「分」單位（例如$xxx.22）。

建堂認獻籌款活動更新
感謝神！截至目前我們收到了141份認獻回應，共計$11.5M的建堂款項：其中包括
認獻$8.8M、建堂基金$1.1M、以及資本儲備基金 $1.7M。如果您還沒有來得及認
獻，請登陸hcc.lv/MakeAPledge進行認獻。感謝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認獻，也請繼續
為擴堂計劃代禱。

初信小組聚會
一月至五月每週五晚7:30pm到8:30pm在101室舉行「穩固根基」課程、也歡迎弟兄
姐妹帶朋友一起參加。有意者請聯絡潘小玲傳道 linhp@hcchome.org。

公共神學講座（英語） - 基督教與藝術系列
將於2/17（週五）晚上7:30-9:00在本會禮拜堂舉行。基督教音樂家Robby Seay, 
Robbie Madison 以及Jillana Jones將會演出和分享。邀請您一起來思想詩篇、探討
音樂和基督教，以及欣賞演出。備有提供嬰兒照顧。

社區關懷部徵求癌友關懷同工
隨著旅行開放，從外地來休士頓醫治的癌友逐漸增加。如果您願意加入關懷癌友的事
工，請使用以下鏈接瞭解詳情和報名 hcc.lv/cpcaring。

洗禮&新會友班
準備好通過洗禮宣告您的信仰，還是只想了解更多？歡迎參加洗禮班。如果您已經受
洗並想成為會友，歡迎參加新會友班。上課時間：華語洗禮班-216室（圖書館）週五 
3/10晚上7:30-8:30。華語新會友班-216室（圖書館）週五3/10晚上8:30-9:30。粵語新
會友&洗禮班-512（活動教室）主日3/12下午1:30-2:30。報名方法：網上報名：hcc.
lv/2304CBNM 或者到辦公室報名。

基督教音樂會
TheGrayHavens樂團將在3/23星期四來到曉士頓中國教會！錫安大篷車巡迴音
樂會(The Zion Caravan Tour)是一個充滿故事和歌曲的夜晚，其中包括The Gray 
Havens、Antoine Bradford、LOVKN和John Mark Pantana的音樂。欲出席者需要
前往TicketSwag並在2/14之前使用特殊折扣代碼(HCC10)以享受普通門票價格10美
元的優惠。此代碼僅適用於參加HCC的會眾，因此請將其傳遞給小組中的其他人等，
但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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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序樂

宣召宣召：：詩篇 111:1-5詩篇 111:1-5

冋呚敬拜主 /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冋呚敬拜主 / 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神隱藏的道路 神隱藏的道路 

信靠順服信靠順服

牧禱牧禱

講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講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 鄭忠禎牧師－ 鄭忠禎牧師  

  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奇異恩典 枷鎖脫落

虔守主餐虔守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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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3詩篇 40:1-3

思想主的愛 / 尋求神的臉思想主的愛 / 尋求神的臉

 當轉眼仰望耶穌 / 輕輕聽 當轉眼仰望耶穌 / 輕輕聽

牧禱牧禱

讀經：出埃及記 2:23-25讀經：出埃及記 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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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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奉獻 主日週報和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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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堂華語午堂華語崇崇拜拜
上午11:00 – 12:15上午11:00 –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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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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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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講員：鄭忠禎牧師

2023-2-5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聽見、看見、知道
講員：潘毅良傳道

2023-2-5 上午9:15 

梨城崇拜

團契  

華語

152
梨城主日學

華語

17
英語

6
青少年

16
兒童

7
本堂主日學

英語

53
粵語

54
華語

57

總計

752
粵語 兒童青少年

41
華語

69 184 97
英語

283
華語

49
兒童

6
英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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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毅良傳道 鄭忠禎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何惠清 李柏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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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安滴 林文明 梁玉龍 梁玉龍

字 幕 陳潔怡 羅智良 謝嘉華/周建玲 謝嘉華/周建玲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劉玉珍/陸麗兒 何永生/陳曉雪 陳冠廷/朱翠華

午餐服事 -- -- 愛 華 英文小組

奉獻 一月廿九日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69,354.91 $120,508.41 $35,843.69 $65,810.35

梨城經常 $7,465.00 $17,168.00 - -

本會建堂 $8,038.11 $10,513.11 - -

本會建堂認獻 $9,000.50 $18,600.50 - -

梨城建堂 $2,659.19 $3,359.19 - -

本會植堂 $ -- $700.00 - -

2022年終奉獻與開支
總結（更新） 至該日奉獻 今年至該日

（赤字）/ 結餘
去年同期

（赤字）/ 結餘

本會經常 $2,756,144.22 $307,959.50 $570,404.26

本會建堂 $479,617.66 - -

梨城建堂 $89,643.08 - -

*2022年終奉獻總結已更新。請參閱下面的更新數字。

http://Facebook.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twitter.com/HCCHome
https://www.instagram.com/houston.chinese.church/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Houston+Chinese+Church/@29.6729447,-95.4322389,17z/data=!3m1!4b1!4m5!3m4!1s0x8640ea83da2bebff:0xd0bb26f45c75fbec!8m2!3d29.6729447!4d-95.4300502
https://ch.hccho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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