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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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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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滅的火，，忌邪的神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3-2-26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帶著使命傳講福音
講員：方林浩長老忎

2023-2-26 上午9:15 

梨城崇拜

團契  

華語

18
梨城主日學

華語

9
英語

12
青少年

8
兒童

7
本堂主日學

英語

62
粵語

54
華語

60

總計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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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鄧肇豪 何惠清 -- --

領 詩 吳宇恆 周關卓姸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穎 蔡鈞聖

音 響 梁正邦 呂安滴 陳閩星 何永生

字 幕 余葆恩 鄧肇豪 沈紅/周建玲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鞠振林/蒋桂玉 黃澤輝/曹雅文

午餐服事 -- -- 英文小組 活泉/愛加倍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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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常 $6,990.26 $149,408.05 ($96,928.71) ($64,904.00)

梨城經常 $985.00 $26,663.00 - -

本會建堂 $10,520.22 $21,133.33 - -

本會建堂認獻 - $19,155.50 - -

梨城建堂 - $4,059.19 - -

Ethnos植堂 - $1,200.00 - -

粵語 兒童青少年

42
華語

59 175 109
英語

323
兒童

11
華語

30
英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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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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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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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玲傳道今日(2/26)外出領會。方昉傳道和賴永敬主任今日在梨城中國教會服事。
鄭忠禎牧師於2/28-3/15休假，3/16-5/31安息年假。何金川傳道於2/28-3/8休假。 
曹惠基牧師於2/28和3/2休假。

歡迎新生兒
恭賀鄭艷濤弟兄和田妍妍姐妹喜得一女，鄭田野。

失物與認領將清理
我們將在本月底丟棄所有失物。請查看大廳的桌子，是否有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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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社區關懷活動
1. 癌友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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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將發起食物捐贈活動，捐贈食物到基督徒社區服務中心 (Christi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於二月廿六日（今天）上午10:45-11:00在大廳收集捐贈食品，請參照該中心目前所
需的食品項目：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3。
社區專題講座
二月和三月的四個週日下午1:30至3點將開辦一系列專題講座。第一次講座是2月26日（今天）
，在112教室，講題為：成爲“建造者”的父母。下週（3/5）講題為：“個體化” 教養兒女。 歡迎
邀請朋友參加。具體時間和簡介請參考以下鏈接hcc.lv/CCS2023。
大齋期靈修資料（2/22-4/9）
大齋期是復活節前的一段時間，給予信徒預備心迎接復活節。“耶穌的腳蹤“是一個由崇拜部和
兒童事工提供給家庭的靈修資料。各家庭單位可以於今天在大廳索取家庭靈修資料。
鼓勵有孩子的家庭來領取家庭靈修資料。此外，華語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到此網頁：hcc.lv/
MandarinLent2023 使用新心音樂事工的“專注主恩四十天“進行靈修。粵語堂的弟兄姊妹可以
使用即將由新心音樂推出的粵語版大齋期靈修默想：www.newheartmusic.org/LENT。
大齋期於2/22週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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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部徵同工
教會最近幼兒人數大量增加，歡迎加入我們的同工團隊。耶穌期望我們迎接小孩，如果你愛耶
穌並喜歡小朋友們，那麼請考慮報名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工。請聯繫jocelynh@hcchome.org 了
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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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門票
（使用优惠码 SPRINGBREAK 立减$5，截止日期2/28）。
春季家庭生活會議︰ 情商EQ 〉智商IQ
將於5月5-6日舉辦。情商（EQ）是指意識到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學會管理這些情緒和關
系的能力。
恩愛夫婦營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與曉士頓中國教會聯合舉辦的恩愛夫婦營（MER）將於2023年5月27-29日
舉行。MER設計環環相扣的課程，打造彼此學習鼓勵的氛圍，不但能讓你享受三天兩夜的浪漫
時刻，更會帶給你在婚姻裏享用一生一世的好處。報名表：https://hcc.lv/MER2023。
聯絡人:方昉fang_ff_fang@yahoo.com 832-366-7624、徐馳chixuwu@yahoo.com、
吳蓓betty.ge@gmail.com︒
兒童暑期聖經班
本教會將於6/19-23舉行「科學」暑期聖經班 (FAITH Lab Science VBS) 和兒童夏令營，請家長
們留意註冊日期。

請將所有要刊登週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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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0-12 詩篇 97:10-12

向耶和華唱新歌 / 仰望神的人向耶和華唱新歌 / 仰望神的人

寶貴十架 / 更深經歷你寶貴十架 / 更深經歷你

牧禱牧禱

讀經：申命記 4:23-31讀經：申命記 4:23-31

講道：吞滅的火，忌邪的神講道：吞滅的火，忌邪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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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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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4詩篇 105:1-4

除祢以外 / 詩篇三十二篇除祢以外 / 詩篇三十二篇

 歡呼獻歌韻 / 佳美的腳蹤 歡呼獻歌韻 / 佳美的腳蹤

牧禱牧禱

讀經：羅馬書 10:13-15讀經：羅馬書 10:13-15

講道：帶著使命傳講福音－方林浩長老講道：帶著使命傳講福音－方林浩長老

佳美的腳蹤佳美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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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奉獻 主日週報和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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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疫情更新
綠色階段：低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假如檢測為陽性，

 請自行隔離至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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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中文聯合禱告會
來臨週三(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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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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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玲傳道今日(2/26)外出領會。方昉傳道和賴永敬主任今日在梨城中國教會服事。
鄭忠禎牧師於2/28-3/15休假，3/16-5/31安息年假。何金川傳道於2/28-3/8休假。 
曹惠基牧師於2/28和3/2休假。

歡迎新生兒
恭賀鄭艷濤弟兄和田妍妍姐妹喜得一女，鄭田野。

失物與認領將清理
我們將在本月底丟棄所有失物。請查看大廳的桌子，是否有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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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社區關懷活動
1. 癌友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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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會將發起食物捐贈活動，捐贈食物到基督徒社區服務中心 (Christia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於二月廿六日（今天）上午10:45-11:00在大廳收集捐贈食品，請參照該中心目前所
需的食品項目：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3。
社區專題講座
二月和三月的四個週日下午1:30至3點將開辦一系列專題講座。第一次講座是2月26日（今天）
，在112教室，講題為：成爲“建造者”的父母。下週（3/5）講題為：“個體化” 教養兒女。 歡迎
邀請朋友參加。具體時間和簡介請參考以下鏈接hcc.lv/CCS2023。
大齋期靈修資料（2/22-4/9）
大齋期是復活節前的一段時間，給予信徒預備心迎接復活節。“耶穌的腳蹤“是一個由崇拜部和
兒童事工提供給家庭的靈修資料。各家庭單位可以於今天在大廳索取家庭靈修資料。
鼓勵有孩子的家庭來領取家庭靈修資料。此外，華語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到此網頁：hcc.lv/
MandarinLent2023 使用新心音樂事工的“專注主恩四十天“進行靈修。粵語堂的弟兄姊妹可以
使用即將由新心音樂推出的粵語版大齋期靈修默想：www.newheartmusic.org/LENT。
大齋期於2/22週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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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部徵同工
教會最近幼兒人數大量增加，歡迎加入我們的同工團隊。耶穌期望我們迎接小孩，如果你愛耶
穌並喜歡小朋友們，那麼請考慮報名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工。請聯繫jocelynh@hcchome.org 了
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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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門票
（使用优惠码 SPRINGBREAK 立减$5，截止日期2/28）。
春季家庭生活會議︰ 情商EQ 〉智商IQ
將於5月5-6日舉辦。情商（EQ）是指意識到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學會管理這些情緒和關
系的能力。
恩愛夫婦營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與曉士頓中國教會聯合舉辦的恩愛夫婦營（MER）將於2023年5月27-29日
舉行。MER設計環環相扣的課程，打造彼此學習鼓勵的氛圍，不但能讓你享受三天兩夜的浪漫
時刻，更會帶給你在婚姻裏享用一生一世的好處。報名表：https://hcc.lv/MER2023。
聯絡人:方昉fang_ff_fang@yahoo.com 832-366-7624、徐馳chixuwu@yahoo.com、
吳蓓betty.ge@gmail.com︒
兒童暑期聖經班
本教會將於6/19-23舉行「科學」暑期聖經班 (FAITH Lab Science VBS) 和兒童夏令營，請家長
們留意註冊日期。

請將所有要刊登週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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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0-12 詩篇 97:10-12

向耶和華唱新歌 / 仰望神的人向耶和華唱新歌 / 仰望神的人

寶貴十架 / 更深經歷你寶貴十架 / 更深經歷你

牧禱牧禱

讀經：申命記 4:23-31讀經：申命記 4:23-31

講道：吞滅的火，忌邪的神講道：吞滅的火，忌邪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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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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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4詩篇 105:1-4

除祢以外 / 詩篇三十二篇除祢以外 / 詩篇三十二篇

 歡呼獻歌韻 / 佳美的腳蹤 歡呼獻歌韻 / 佳美的腳蹤

牧禱牧禱

讀經：羅馬書 10:13-15讀經：羅馬書 10:13-15

講道：帶著使命傳講福音－方林浩長老講道：帶著使命傳講福音－方林浩長老

佳美的腳蹤佳美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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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奉獻 主日週報和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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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 疫情更新
綠色階段：低風險

教會內可選擇是否戴口罩。

假如檢測為陽性，

 請自行隔離至恢復健康。

http://hcc.lv/JointPrayer
mailto:williams%40hcchome.org?subject=
mailto:williams%40hcchome.org?subject=
http://hcc.lv/opportunities
https://hcc.lv/cpcaring
http://tinyurl.com/HCCFoodDrive2023
http://hcc.lv/CCS2023
http://hcc.lv/MandarinLent2023
http://hcc.lv/MandarinLent2023
http://www.newheartmusic.org/LENT
https://hcc.lv/2304CBNM
mailto:jocelynh%40hcchome.org?subject=
https://hcc.lv/MER2023
mailto:fang_ff_fang%40yahoo.com?subject=
mailto:chixuwu%40yahoo.com?subject=
mailto:betty.ge%40gmail.com?subject=
mailto:chineseadmin%40hcchome.org?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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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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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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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記錄
本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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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滅的火，，忌邪的神
講員：王天健牧師

2023-2-26 上午11:00 

粵語崇拜

帶著使命傳講福音
講員：方林浩長老忎

2023-2-26 上午9:15 

梨城崇拜

團契  

華語

18
梨城主日學

華語

9
英語

12
青少年

8
兒童

7
本堂主日學

英語

62
粵語

54
華語

60

總計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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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健牧師 王天健牧師

翻 譯 -- -- -- --

主 席 鄧肇豪 何惠清 -- --

領 詩 吳宇恆 周關卓姸 黃志宏 賴永敬

音樂同工 鄺詩慧 許傑靈 蔡鈞穎 蔡鈞聖

音 響 梁正邦 呂安滴 陳閩星 何永生

字 幕 余葆恩 鄧肇豪 沈紅/周建玲 沈  紅

招 待 劉玉珍/陸麗兒     劉玉珍/陸麗兒     
何蘊嫻 鞠振林/蒋桂玉 黃澤輝/曹雅文

午餐服事 -- -- 英文小組 活泉/愛加倍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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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經常 $6,990.26 $149,408.05 ($96,928.71) ($64,904.00)

梨城經常 $985.00 $26,663.00 - -

本會建堂 $10,520.22 $21,133.33 - -

本會建堂認獻 - $19,155.50 - -

梨城建堂 - $4,059.19 - -

Ethnos植堂 - $1,200.00 - -

粵語 兒童青少年

42
華語

59 175 109
英語

323
兒童

11
華語

30
英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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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